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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12月10
日从省政府了解到，我省对推进省以
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作出
总体部署，明确了改革路线图、时间表。

据了解，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
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的任务和责任，支出责任是政府
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建立健全
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的制度，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推进
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在中央授权范围内，我省将通过
明确界定省级财政事权，保障市、县
履行财政事权，规范省与省辖市、县
(市、区)共同财政事权，建立财政事权
划分动态调整机制等，逐步形成清晰
的省与市县财政事权清单。

《意见》主要内容包括：逐步将全
省发展战略规划、省域经济管理等体
现省级调控职能、保障全省重点战略
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移为
省级财政事权。逐步将社会治安、市
政交通等地域信息性强、外部性较
弱、直接面向基层、与当地群众密切
相关，由市、县级政府提供更加方便
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省辖市、县

(市、区)财政事权。逐步将义务教育、
基本养老保险、就业等体现省级宏观
调控意图、跨地区且具有地域管理信
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省与
省辖市、县(市、区)共同财政事权。

《意见》提出“谁的财政事权谁承
担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省与省辖市、
县(市、区)支出责任划分。其中，对于省
与省辖市、县(市、区)共同财政事权，体
现公民权利、涉及全省统一市场和要
素自由流动的财政事权，如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义务教育
等，由省与市县按一定比例分别承担
支出责任；对受益范围较广、信息相对
复杂的财政事权，如省内跨地区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
公共文化等，由省与市县按比例、分项
目或由省级给予适当补助方式承担支
出责任；对省、省辖市、县(市、区)所属机
构承担相应职责的财政事权，如科技
研发、高等教育等，按照行政隶属关系
由各级政府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意见》明确，2017年至2018年，
根据中央改革进程，结合我省实际，争
取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
运输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
年至2020年，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③5

□本报记者 童浩麟

12月 9日，初冬的暖阳洒在豫东
的田野上，树影婆娑，麦苗青青，很是
好看。

这一天，对于兰考县东坝头乡张
庄村来说又是一个跨越性的时刻：整
体脱贫不到一年，属于张庄自己的

“三板”公司——奥吉特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张庄项目落成投产。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进一步加快
了土地流转，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新
时代张庄要有大作为！”参加开业仪式
的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分外地激
动，“咱张庄的‘三板’企业项目落成啦！”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张庄，既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也为张庄指明了发展方向，让张庄的
路越走越敞亮！”申学风说。

短短三年，张庄的发展让人刮目
相看：从产业上看，711户 2963口人
的张庄，农业上市公司、以加工业为
主的“巧媳妇工程”、观光农业、红色
旅游……产业越来越多，形式多样；

更让张庄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上个月
张庄成为我省唯一获评第五届全国
文明村镇的村庄。

“但张庄的道路还是要张庄人自
己走，依托资本市场是我们稳定脱贫
奔小康的重要一环。”申学风说。

此次开业的奥吉特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10 年前在洛阳成立，
2016 年 4 月成为新三板挂牌公司。
作为我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奥吉特公司主导制定了全国第一个
蘑菇工厂化种植地方标准。

“落户张庄，是公司资金、技术、
人才和销售优势与张庄优势资源的
成功对接。”奥吉特公司董事长李政
伟表示。

今年4月，奥吉特公司张庄项目
开工建设，总投资9000余万元，一期
建成标准化菇房 60间，年可产蘑菇
鲜品 8300吨。项目整体完成后，不
仅可以很好地消化张庄的麦秸资源，
还能带动张庄农户增收。“整个项目
用工将达到470人，员工人均年收入
可达5万元。”李政伟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11日，
省发改委召开天然气价格法规政策
提醒告诫会，防范我省天然气价格异
常波动，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价
格基本稳定。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部署召开
液化天然气价格法规政策提醒告诫
会的通知》精神，提醒告诫会针对天
然气生产流通企业就价格法规政策
进行提醒告诫，要求各相关企业依法
行使自主定价权，禁止价格违法和价
格垄断行为，并强调不准相互串通横
向垄断、不准达成实施纵向垄断协
议、不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准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准恶意囤积、不
准价格欺诈，提醒告诫各天然气相关
企业加强价格自律、规范价格行为。

提醒告诫会强调，中石化河南公
司、中石油河南销售公司及省内燃气经
营者应自觉遵守价格法律法规，树立诚
信意识，公平有序竞争，维护行业价格
秩序，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价格违法行
为和价格垄断行为。会议要求各级价格
部门加强市场价格监测监管，高度关注
和密切跟踪液化天然气生产、加工、存
储、销售企业的价格波动和市场情况，
对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价格法》《反垄
断法》相关规定进行严肃查处。③7

“咱张庄的‘三板’企业项目落成啦”

我省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谁的财政事权谁担支出责任

我省召开天然气价格法规政策提醒告诫会

确保天然气价格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谭勇

12月 11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
布的一组数据，彰显了传统建筑业大
省河南转型发展的步履铿锵：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0%通
过建筑业实现，建筑业对全省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5.2%；从业人员707.45万
人，占全省就业人数的10.7%；全省建筑
业企业足迹遍布全国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省外施工产值占全省建筑业总
产值的25%，外向度在全国排第7位。

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全
省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43059.17 亿
元，比“十一五”时期增长3倍，实现建
筑业增加值 11496.84 亿元，比“十一
五”时期增长近2.1倍。进入“十三五”，
面对市场下行压力，全省建筑业总产

值、实现增加值等再创历史新高。2016
年，全省完成建筑业总产值8808亿元，
比上年增长9.4%；实现增加值2287亿
元，比上年增长 7.2%。预计 2017年，
全省建筑业总产值将超过9600亿元。

建筑“豫军”品牌叫响全国
如今，长垣的防腐、项城的防水在全

国的市场份额分别占2/3和1/3，国内火
电土建市场30%的份额被河南二建占
有，安阳、信阳等地的建筑劳务已形成品
牌效应，鄢陵、潢川成为闻名全国的园林
绿化基地,林州被命名为中国建筑之乡。

“在骨干企业中，既有在我省注册
的‘中字头’企业，也有我省土生土长
的企业，形成闻名中外的建筑‘豫军’
品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吴
浩说，我省建筑业不断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通过合作、收购、参股控股等手
段，拉长了产业链。

我省建筑业企业不仅在国内开疆拓
土，也在深耕海外市场。河南国基建设
集团率先进军塞拉利昂，其建设的莫桑
比克“国基理想城”项目荣获河南省首个
境外“鲁班奖”。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
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
包商”评选结果中，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公司、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均入选。

五大攻坚计划助推转型发展
“专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结构不合

理、本地企业在省内市场份额下降明
显、外向度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我省
建筑业在转型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
题。”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巩魁生

说，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转
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目前，省委、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关
于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明确了包括建筑业转型发展在内的12
个行业转型发展目标任务，随着《河南
省建筑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
2020年）》的实行，我省由建筑大省向
建筑强省转变的目标正渐行渐近。

据悉，下一步，我省建筑业转型发展
将打出“组合拳”。实施五大攻坚计划，
包括实施企业改革攻坚计划，为转型发
展提供动力；实施装配式建筑攻坚计划，
为转型发展增添活力；实施建筑业创新
攻坚计划，为转型发展提供支撑；实施人
才队伍素质提升攻坚计划，为转型发展
提供保障；实施优化建筑业市场环境攻
坚计划，为转型发展汇聚合力。③4

河南建筑业转型发展正当时

右图 12月11日，商水县袁老乡连
桥村村民在搭建蔬菜大棚。冬闲时节，
该县农民通过种植蔬菜、水果，把“冬闲”
变成了“冬忙”。⑨3 刘飞 摄

下图 12月 8日，兰考县红庙镇农
民正在大棚里收获芹菜。该县许多农民
通过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有效增加了
经济收入。⑨3 李俊生 摄

冬闲人不闲

本报讯（记者 何可）“如果当初建造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塔的时候，使用的
是我们生产的特种钢，那么在‘9·11’的
袭击中，它将会延缓一个小时倒塌。”12
月 11日，在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
联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郑州永通特钢董事长董书通这
样形容道。

当天的发布会公布了一种由我国团
队自主研发并命名的特种钢材——索氏
体高强不锈结构钢 S600E（以下简称
S600E），并宣布它将掀起一场世界性
的钢铁革命。S指的是索氏体钢，600指
的是其具有600兆帕的屈服强度，E指的
是其抗震性能。

“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好钢！这是
我们走向钢铁强国所必须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鹤林当天说，S600E是一项中
国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该
钢 种 使 传 统 不 锈 钢 强 度 极 大 提 升 。

“S600E已经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船
重工725所等单位检测为一种微晶级新
材料，是一种超级钢。”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当天评价，
该钢强度高，耐蚀性好，焊接性能和耐热

性能优异，是一种低成本、高性价比的新
钢种。当前海洋石油平台建设、超临界
机组等领域迫切需要此类钢材。

“超级不锈钢短缺，仍是中国高端制
造材料之殇。”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秘书长
王怀世当天表示，“目前我国每年还要进
口特种钢材1000多万吨，S600E可以部
分替代进口，满足市场需求，这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

谈起S600E的研发过程，66岁的董
书通感慨不已——历时 10年，7位中国
工程院院士参与指导，终于达到了规模
化生产和大规模工程应用的条件。瞄准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和抗震建筑等领域，
业内人士预测，S600E国内年需求量可
达1000万吨。

“我们在海上风电项目上试用了
S600E，耐腐蚀性能优异。我们打算将
此钢用在水下机器人上。”中船重工713
所所长庞国华告诉记者。郑州永通特钢
的母公司镍资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王平说，S600E强度与日本最高水
平的高强抗震钢相当，可使建筑物寿
命延长至数百年。据介绍，S600E经过
多家客户试用后，受到高度专业肯定，目
前已陆续接到不少订单。②9

□李旭兵

超级钢的威力有多大？

它能让潜艇下潜更深，寿命更长；

能提高建筑抗震性能，降低维护成本。

这就是创新的魅力，也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案例。

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进入新时

代，一些企业勇闯转型升级的关口，

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也有一些企业，

仍在低端产品堆里犹豫徘徊。

但环境资源的约束、人力成本

的上升、低端产品的过剩、利润空

间的压缩，无一不在告诉人们，转

型，已经到了不转不行的时刻。

转型，就要舍得把资金用在技

术、人才、创新的刀刃上。纵览一

些技术领先的企业，无一不是琢磨

透了研发投入“舍”与“得”的道理：

为了研发，永通特钢董事长在最艰

难的时候卖掉了海外房产；全球知

名的中国显示屏制造企业京东方，

管理层曾连续自降薪水用于研发。

转型，需要立足河南，打造一批亮

丽名片。破解新旧动能转换的难题，

我省首批确定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

型材料、建筑装配、现代物流等12个重

点转型攻坚产业，并连续实施重大科

技专项，以盾构机、机器人、新能源汽车

等为代表的新产品逐渐在全国叫响。

转型，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拼

劲和韧劲。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压

制，我国产业转型的道路注定不会一

帆风顺。但我国完善的工业体系、拼

搏钻研的高端技术人才，都是中国转

型闯关的优势，当手机、家电、施工机

械、液晶显示甚至大客机等技术被国

人“拿下”时，同样的质量，国产的成

本只是进口的几分之一，以至于中国

被称为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

愿河南企业在转型中打造更多

新亮点，带着河南经济一起飞。②2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时代变革呼唤新的发展理
念，如何让新的发展理念在基层落地生
根，汝阳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脱贫攻
坚、信访稳定和环境整治，解决群众所
需所求所想的根本问题，着力解决群众
美好生活路上的困难和问题，积极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化解信访事项是解决群众美好生
活路上问题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九大
结束后，汝阳县委、县政府对全县所有
信访问题认真排查梳理分类，从涉土
信访到拆迁安置，从欠薪问题到移民
安置，从集中供暖到企业改制，全县共
梳理出九大类信访量大、矛盾突出或
关系民生的信访案件，均成立了由县
级领导牵头，主要领导亲力亲为和责
任单位主导的信访事项化解小组，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认真分析，认真化
解，将所有信访事项印制成册，成立专

班、专案，定时化解，确保各类信访事
项案结事了，一大批信访积案得到有
效化解，一大批民生项目得以顺利开
展，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种安定有

序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
到公平正义，群众安全感不断攀升。
日前，汝阳县被表彰为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先进县，县委书记潘峰被中

央综治委、中央组织部通报嘉奖。
据悉，今年来，汝阳县想方设法最

大限度地让更多的群众走向致富，让
更多的贫困户尽快脱贫，投资5.5亿元

的食用菌扶贫项目，可带动 3320 户
13000名贫困群众脱贫，已建成分布
式食用菌种植基地15个；建成156个
村级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44.925兆

瓦，带动 900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与
省服装协会合作的“巧媳妇”工程，可
带动 1000 户 3000 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已建成日产裤子 1200 多条生产
线。同时发展旅游、服装加工、特色农
业等，一大批扶贫项目开工投产，为贫
困户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遇和增收项
目。

群众美好生活离不开蓝天白云、
和煦的阳光、美丽的家园。汝阳县以
国家重点水利项目前坪水库建设和北
汝河治理、国家级文明县城、卫生县
城、园林县城创建为抓手，加大投入，
正确引导，全民参与，努力营造碧水蓝
天、鸟语花香、山清水秀的美好生活环
境，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紧紧抓住脱贫攻坚以解决群众所
需，紧紧抓住信访稳定以解决群众所
求，紧紧抓住环境改善以解决群众所
想，汝阳县用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朝着
美好生活的方向阔步前行！

（李国权/文 丁宵毅/图）

汝阳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汝阳县领导在产业扶贫项目食用菌基地调研指导汝阳县领导在县群众接待大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研判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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