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视觉新闻

04│要闻 2018年1月22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昺南 徐东坡

河南暖新闻河南暖新闻

社区里的“老人智能手机课堂”

时代时代 气象气象 作为作为新新 新新 新新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1月 18日上午，濮阳市华龙区马
呼屯村北的豫龙农业园区内，数十名
村民顶着寒风在一排排树苗间来回
穿梭，为它们刷上白色的“冬衣”。这
些从上海交大引进的品种果树旁，休
闲观光鱼塘雏形初现，只等“五一”假
期正式“亮相”。

“俺今年日子肯定好过！”村民马
书铭告诉记者，马呼屯村集体经济股
份合作社成立一年来，他不仅成了“股
东”，还将自家3亩地流转给合作社，
供合作社和企业共建的豫龙农业园使
用，“以前种小麦、玉米，一年辛苦到
头，每亩地才收入七八百元。现在，每
亩地每年租金 1600 元，保底分红
1400 元，俺在园区打工，还有工资
拿！”

马书铭的十足底气，源自濮阳市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破竹之
势。2017年，濮阳市华龙区、范县被

确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县（区），濮阳市也被确定为全省
唯一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市。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的改革在濮阳全面铺开，曾被
群众戏称为“糊涂账”的农村集体资
产厘清、苏醒，进一步与特色产业、扶
贫攻坚相结合，让红利走进万千农

户，也让濮阳经验成功入选“中国改
革2017年度案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濮阳
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今年年底前，我们将全面完成这项改
革任务。”濮阳市委农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全市还有 300多个贫困
村、12万余名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
口，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利用改
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进一步
激发内生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实现“弯道超车”的突破口。

“三清两公开”“221工作法”等先
进经验指明路径，“两权”抵押贷款的
濮阳县“政府主导型”、台前县“金融
自主型”模式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
台建设树立典型，华龙区“农村集体
三资公开平台”实现网络全监管……

“2018年，通过探索建立股权流转新
机制、完善产权交易各项制度及农村
集体‘三资’监管体系，更新更美的乡
村将展现在我们眼前。”濮阳市委农
办有关负责人说。7

濮阳今年将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让乡村更新更美
◎国家级农村改革试点2个
◎省级5个 ◎市级4个

濮阳承担

◎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到户面积
404.8万亩，占应确权到户面积的99.5%

◎全市颁发证书69万本，占应确权户数的98%

◎全市 2984个行政村有 1754个村完成清
产核资，占59%

今年6月底

◎范县、开发区、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工业园区
完成剩余 40个村的清
产核资任务

12月底前

◎濮阳县、清丰县、南乐
县、台前县完成剩余
1190个村的清产核资任
务，濮阳全面完成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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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 小目标 看看各地咋出招 濮阳篇20182018

本报讯（记者 陈辉）1月 18日，
记者从全省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7年，全省国防科工系统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军工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全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完成工业总
产值同比增长 8%，超额完成省政府
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2017年是河南军民融合发展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省成立了高
规格的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统筹强
国强军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把军民
融合发展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加强集

中统一领导。
“军转民”迈上新台阶。驻豫军

工单位突出融合发展主题，积极开拓
民品市场，我省央属军工单位民品部
分收入已占营业收入的 76%。在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新能源汽车、海洋
工程、特种车辆等已形成先进制造能
力和产业规模。“民参军”推进新举
措，发布 108个“军转民”“民参军”技
术与产品目录，截至2017年年底，我
省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格
的单位达203家，居全国第6位。

战略合作实现新突破。2017年，

省政府分别与核工业集团、航天科技
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船舶重工集团
等8家军工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涉
及军民融合项目38个，为央属军工集
团在豫单位提升产业水平、质量和竞
争力奠定了基础。

军民融合发展搭建新平台。整
合军地资源，探索构建军地衔接的公
共服务平台；成立中原军民融合产业
联盟，围绕新能源汽车、地铁等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组织产业链协同发
展；全省新增河南省（洛阳）军民融合
产业创新示范区等5个军民融合发展

基地（园区）；军民融合投融资开创新
模式，设立总规模为500亿元的河南
省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为全省军
民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会议还透露，2018年全省国防科
工系统将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引
领，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
发展，加速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步
伐，全面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
制改造。推动军工服务国民经济发
展，发展典型军民融合产业，促进军
工经济和区域经济融合发展。③7

河南军民融合产业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刘
梦珂）“你看，这是我刚办理的电子营
业执照，现在办证真是方便，在家用
手机都能办。”1月19日，商丘市居民
王爱玲向记者展示新办的电子营业
执照。

作为商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
举措，商丘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的
实施大大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发展。
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内资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办理工商
登记业务时，均可利用电脑或者手机
在线申请，半天时间即可拿到电子营
业执照。

商丘下放注册登记权限，将个人
独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权限由
县、分局下放到工商所。同时，实行

“三十五证合一、一照一码”，采用“一
表申请、一窗受理、一套材料、一网通
办、一档管理、一键推送”的工作模
式，企业只需到工商窗口提交一次申
请，即可领取营业执照，让企业“一照

一码”走天下。
为降低大众创业成本，激发市

场主体投资热情，商丘实施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实缴改为认缴，除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国务院规定实行注册资本实缴
登记制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行业
外，其他一律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
记制，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规
定。除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外，公司设立登记、变更注册资本也
无需提交验资证明。个体私营经济
的投资创业热情被进一步激发，
2017年全市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5万
余户。

主动全面放权、简化市场准入和
退出程序，激发了商丘市的市场活力
和创造力，市场主体快速增长。截至
2017年年底，商丘市实有各类市场
主体 330159 户，同比增长 15.8%。
2017 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69847 户，
增速22.3%。③5

简政放权
让商丘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1月 18日，洛阳市速
奈精密工具有限公司的工
人在加紧生产。该公司研
发设计的超硬精密系列切
削刀具和金刚石制品，广
泛应用于汽车、压缩机、冶
金机械等领域，技术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畅销海内
外市场。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龙飞

“最近身体怎么样？家里挺好
的，你好好工作。”1月 17日，安阳市
高新区峨嵋街道办事处丽豪社区85
岁的宋秀云熟练地打开微信，与远在
意大利的女儿视频聊天。

“女儿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我可
想她。”宋奶奶说，儿媳妇给她买了一
部智能手机，却因不会用犯了难。在
社区“老人智能手机课堂”她学会了
玩微信，现在每天都能看看女儿，心
里很踏实。

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为数不
少。有老人说，这是“甜蜜的烦恼”！

76岁的闫治学在社区负责文艺
团队，每次活动，看着大家发微信、晒
朋友圈，他心里直痒痒，自己也买了
一部智能手机。

“刚买的时候，我可发了大愁。”
闫大爷说，看着手机上花花绿绿的图
标，就是不敢点。

“经常有老人专门跑来社区问怎
么用智能手机。”丽豪社区党支部书
记吕俊芳说，也有子女耐心教老人使
用，但老人回过头又忘了。

去年 11月 16日起，丽豪社区开
办了“老人智能手机课堂”。没料到，
附近社区的老人得知后，也跑来“蹭

课”。还有的社区派代表前来“取
经”。

“老人智能手机课堂”每周四下
午开课，每节课1小时。手机课堂显
得格外热闹：“老师，我的‘表情’发到
哪里去了？”“我想学发红包，发一块
钱试试行不？”……

“讲课时间一般只有10分钟，然
后是一对一辅导。”担任教师的社工
王政妍告诉记者，有的老人年纪大
了，记不住，他们就把操作步骤一条
一条写下来，便于老人“复习”。

9节课下来，老人们仿佛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如今，50多名学员已
经学会拍照片、拍视频、发朋友圈，有
的老人还带来笔记本电脑，视频剪
辑、电子相册制作、淘宝购物……课
程内容也不断丰富。

闫 治 学 如 今 也 成 了“ 手 机 达
人”。只见他掏出智能手机，熟练地
打开各种应用软件，给记者看他建的
四个微信群。每天和老伙计们在微
信群里发照片、聊天，用手机看新闻、
看电影，让他感觉身边的圈子变大
了，生活也更有滋味。

峨嵋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他
们将在本辖区 20多个村（居）、社区
全面推广这一做法，争取让更多老
年人“玩转”智能手机，玩出年轻范
儿。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月 22日
至 28日，我省又将迎来一次强降雪
过程，最低气温将降至-8℃。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本周我省
受强冷空气和西南气流的共同影
响，有一次较强降雪天气过程。预
计全省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黄河以南周降水量 8mm~30mm，
其他地区周降水量1mm~8mm。

本周影响我省的冷空气势力
较强，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偏低，
西部山区、北 部 -3℃~-2℃，其他
地区-2℃~1℃。周内极端最低气

温 ：北 中 部 -10℃ ~-8℃ ，其 他 地
区-8℃~-6℃。

本周我省主要天气过程为：23日
夜里到24日白天，我省西南部、南部
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
雪；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
有零星小雪或雨夹雪。24日下午到
25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雪或暴雪。23日
夜里到25日，全省偏北风4~5级，气
温将明显下降。27日，沿黄及其以南
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小雪天气过程，南
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③5

本周我省有中到大雪
最低气温将降至-8℃

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痛点攻坚

“混合动力”驱动我省国企改革

1月 18日，平顶山市新华区湛北路街道的爱心人士在给老党员打扫卫
生。连日来，当地30余名爱心人士分组给老人们理发、剪指甲、打扫卫生，让
老党员和空巢老人过一个愉快的春节。⑨3 姜涛 摄

□本报记者 栾姗

国企减负不再“办社会”、国企混
改不搞“拉郎配”、国企治理告别“花
架子”董事会、国资监管不当“婆婆”
当“老板”……近年来我省国企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痛点攻坚，取得
了“一招棋胜满盘活”的效果。2017
年，河南省管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实
现持续较快增长：营业收入4268.4亿
元，同比增长 14.9%；盈利 134.9 亿
元，同比增利153.3亿元。

1 月 18 日至 19 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政府国资委组织的“河南国企
改革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走进省属企
业，采撷国企改革的亮点，探寻优异
成绩单背后的动力。

打造“全链条”
增强资源配置主动性

走进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首山化
工公司，成千上万条输送管道纵横交

错，现代化大企业的气势扑面而来。
自成立之初，首山化工公司就积

极与优秀民营企业开展合作，在全国
同行业中率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资产总额由成立之初的3.9亿元增至
100亿元，增长25.6倍。“我们从延伸产
业链做起，形成焦煤—煤气—氢气—硅
烷—光伏等三个跨行业产业链条，连
接起全球最完整的煤基尼龙化工产业
链。”平煤神马集团旗下的首山焦化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红深说。

高纯硅烷是制造电子级多晶硅、
单晶硅的主要原料，我国曾长期依赖
进口。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硅烷
科技的第一大股东，主动降低国有股
权比例至35.3%，积极引入战略投资
者，研发出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硅烷产
品，成为市场的“吸金利器”。

告别“黑粗笨”
提升顶尖技术创新力

安钢集团冷轧公司厂区，中治南

方和中国一重的酸洗轧机组、美国
蒂麦克的电气传动及控制系统、日
本新日铁的连续退火机组和意大利
达涅利的连续热镀锌机组正在生产
流水线上演奏着全球最先进的生产

“旋律”。
2017 年 3月 20 日，安钢冷轧公

司热镀锌机组生产出机械性能、锌层
附着性能及表面质量均达到国标要
求的第一卷镀锌卷，这标志着安钢冷
轧热镀锌机组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
阶段，同时也标志着安钢 1550毫米
冷轧工程三大机组全线贯通。

过去，安钢集团由于产品附加值
低，一度游走在生死边缘。告别“黑
粗笨”，走向“高精尖”，投资数十亿元
的安钢冷轧项目应运而生。“原料就
是集团公司现有的 1780 毫米热轧
钢，我们再转化为 1550毫米的冷轧
钢，提高产品附加值。”安钢集团冷轧
公司党委书记任洁说，该项目也填补
了我省高端家电板、建筑板、汽车结
构用钢等产品的市场空白。

转向“管资本”
角逐国际市场话语权

2017年12月31日，德国慕尼黑，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对德国博世集团电机业务收购。这个
令人激动的场景深深定格在该公司副
总经理贾浩的脑海中。郑煤机本次收
购的电机业务包含启停电机和48V弱
混合动力技术，是全球领先的节能环
保电机技术，有助于降低国内汽车工
业的碳排放量。德国多家媒体对此进
行报道，称其是河南国有上市公司“走
出去”国际化运作的典范。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焦承尧说：“此次收购将有利于
提升河南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据悉，此次完成对博世电机业务
的收购以后，郑煤机的汽车零部件业
务将占到其总业务的75%，助力郑煤
机一举成为中国和世界领先的汽车
零部件制造商。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