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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陈玉尧

随着 4月 30日上市公司年报披
露截止日的临近，河南省A股上市公
司纷纷亮出了2017年的成绩单。

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
18日，78家豫股当中已经有69家公
布了 2017年业绩数据（含年报和业
绩快报）,其中 64家豫股实现盈利，
占已公布成绩单豫股的九成。

其中，盈利超过 20 亿元的有 5
家、超过10亿元的有 6家、超亿元的
有40家。而净利润排在前五位的豫
股是：双汇发展、宇通客车、洛阳钼
业、龙蟒佰利和牧原股份。这五家上
市公司分别位于漯河、郑州、洛阳、焦
作和南阳。

具体到公司来看，国内最大的肉
制品加工企业双汇发展在2017年以
43.19亿元的净利润冠绝豫股。

此外，从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指标
看，排在前五名的则是安阳钢铁、林州
重机、东方银星、龙蟒佰利和郑煤机。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在已公布业
绩的 69家豫股中，有 28家连续 3年
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若加上净利
润的指标，河南A股上市公司连续3
年实现业绩双增长的共有14家。

在这 14 家实现业绩双增长的
“成长型”豫股中，中小创企业占据主
流。除了沪市主板的安图生物，其他
13家都来自深市的中小创板块。

中小创企业的高成长性得益于
其中有很多细分行业龙头，比如钛白
粉行业的龙头企业龙蟒佰利、汽车水

泵龙头企业西泵股份、血液制品行业
龙头企业华兰生物等。

这些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往往
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含量、市场潜力
大；同时有较健全的市场营销网络，
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中居前列，因此
能保持较为稳定的业绩增长。

按行业看，14家成长型豫股分布
在信息技术、材料、医疗保健、可选消
费等领域。其中，信息技术行业共有
5家豫股上榜，占比超三分之一，成为
名副其实的成长型行业。

此外，作为资源大省，煤炭、钢
铁、电解铝行业前几年有个股出现不
同程度的亏损，但在 2017年，煤炭、
钢铁和电解铝行业内的豫股均实现
盈利。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国家供
给侧改革和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政策
深入实施，2017 年煤炭市场形势稳
中向好，煤炭价格合理回归，企业效
益稳步增长。在这种情况下，2016
年尚在亏损的郑州煤电和大有能源
在 2017年不仅顺利扭亏，并且贡献
利润均超 4亿元。而平煤股份 2017
年的净利润达到13.2亿元。

煤炭之外，作为河南的产钢大
户，安阳钢铁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70亿元，同比增长 23%,实现净利
润16亿元，同比增长1199%，达到公
司历史最高水平。

在传统行业全面向好的同时，新
兴产业也展现出日新月异的新局
面。目前发布年报的河南高新技术
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②40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4 月 18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宣
布，第十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将于 5月 25日至 27日在安阳举行，
本届节会由省民航办、省体育局、省
文化厅、省旅游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总会共
同主办。

安阳市政府负责人介绍，今年安
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期间，除举办
大型开幕式、航空飞行表演、国际通
航博览会、海峡两岸民用航空人才培
养高峰论坛、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等
多项活动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
容：一是举办航天科技展，观众可一
睹神舟 11号飞船返回舱、航天服风

采，零距离感受卫星应用、空间生物、
工业智能控制等产业发展。二是举
办中国航空成就巡展，全景展示我国
航空工业发展历程、重大成果、技术
创 新 等 。 三 是 举 办“ 凤 归 大 邑
商”——殷墟妇好文物安阳故里展，
这是妇好墓文物发掘42年来首次系
统、集中展示。四是举办“豫北叙事”
首届刘文金二胡艺术音乐节等。

与往届相比，今年的航空表演、
航空赛事看点颇多，包括国际顶尖飞
行员表演高难度动作、汽车与飞机同
场竞速等。航空运动赛事包括滑翔
伞世界杯热身赛暨林虑山国际滑翔
伞公开赛、全国跳伞锦标赛、全丰杯
全国无人机应用大赛等。③7

□本报记者 王绿扬

4月 12日，在一场蒙蒙细雨中，
记者来到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村
边的耕地里，700多亩大蒜长势正好；
村内规整的街道、有序的绿化、内容
丰富的文化墙让人眼前一亮。

“几年前，我们村还是出了名的
穷村。”70 多岁的村民常学山说，

“靠着好支书、好支部，村里才变了
样。”

一个好支书 激活一个村

在陈庄村党员活动室的一面墙
前，摆放着村里这两年获得的多个荣
誉牌匾：基层党建先进村、美丽乡村
示范村、脱贫攻坚标兵村……村民们
说，攒下这么多“家底儿”，多亏了村
党支部书记李爱玲。

2004年，陈庄村因划分宅基地遇
到问题，群众“炸了锅”，同时，村“两
委”不和、道路失修等矛盾也显露出
来。这时，李爱玲临危受命，挑起了
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

上任后，李爱玲带着村“两委”班
子制定了3年奋斗目标和年度工作计
划，并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顺

利解决了宅基地问题。
矛盾解决了，但村里落后的面貌

并没有改变。2012年，陈庄村被确定
为省级贫困村，全村728口人中有47
户 197名贫困人口。“当时，周边村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让闺女远嫁千
里 ，也 不 往 陈 庄 挪 一 砖（陪 嫁 物
品）。’”李爱玲回忆说。

发展才是硬道理。2012年以来，
李爱玲先后争取资金170多万元，修
建村内道路8000余米；争取扶贫到户
增收项目，在村里发展“大蒜—花生”
高效种植项目；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投
入资金200余万元，修下水道、粉刷墙
壁、绿化街道……2016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到6820元，陈庄村终于脱贫
了。

康秀建是最早参与陈庄村成立
合作社的贫困户。2015年，李爱玲联
合康秀建和另两户贫困户以及村会
计康秀立成立了合作社，约定由李爱
玲和康秀立出资，3户贫困户只分红，
不承担损失。

2016年 1月，合作社建起两座大
型温室大棚，开始发展绿色蔬菜种
植。当年11月，村里争取到“河南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用100
多万元资金搭建了 3座大型温室大

棚，为村集体创收奠定了基础。
如今，康秀建夫妇靠每天在温室

大棚打工，年收入将近4万元。

建强党支部“倒数”变“正数”

今年 1 月 29 日，康秀建来到村
委，找到了正在值班的李爱玲。“李书
记，我想办个养猪场，向银行贷款需
要有人担保，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只要你好好干，我给你担保。”
李爱玲立刻和康秀建一起到银行，为
其进行担保。没多久，贷款顺利发到
了康秀建手中。

这件事，还有其他村干部接待服
务群众的事，都写在了陈庄村的便民
服务工作记录本上。陈庄村“两委”
成员每天都排班接待村民，为他们排
忧解难，化解心中的“疙瘩”。

“疙瘩”解开了，干部和群众的心
更近了。村“两委”换届刚结束，56岁
的李爱玲再次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参加竞选的上一任支部委员和村

委委员也都获得连任。
“去年，李书记不小心把腰摔骨

折了。她没跟别人说，独自到医院
治疗后，第二天就回村了。”村支部
委员梁新建说，“她腰上打着钢钉
还在不停为村里忙碌着。看到‘班
长’这么拼命，我们没啥说的，只有
好好干！”

党员常万超说，以前组织生活不
规范，支部号召没人听。如今，支部
每月1日都会开展“5+N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党员集体学习，开展民主议
事、志愿服务等，全村45名党员的身
份意识不断增强。“现在，村集体只要
有活儿，党员首先抢着干。”

从全乡党建考核排名倒数的穷
村，到如今人人称道的美丽乡村，看
着村里发生的变化，李爱玲感到既
自豪又有压力：“村里刚刚被确定为
开封市乡村振兴试点村，这是陈庄
新的发展机遇。只有撸起袖子加油
干，才能把陈庄村建设得更加富裕
美丽！”③7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通讯员
吕彦吉）4 月 18 日，记者从省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协调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换届办”）获悉，全省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为进一步全面了解和掌握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展
情况，省换届办成立了 6个督导组定
期开展督导调研，目前首轮专项督导
任务圆满完成。

为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扎实有序，
省换届办提前谋划先后深入郑州等十
几个省辖市进行实地调研，查找问题、
征求意见。同时，围绕首轮督导任务
重点，对督导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

督导组全部采取“一竿子插到
底”的方式进行突击检查，并分别从
省辖市中随机抽查两个县（市）和一
个市辖区进行暗访。6个督导组共随
机抽查了54个县（市、区）108个乡镇
（街道），对144个村、72个社区的“两

委”换届情况进行了全面督导。此
外，督导组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
谈话、走访群众等方式，认真督查换
届信息公开发布情况，并对照省换届
办制定的《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督导调研细则》进行逐项核实、
逐条填写。

督导组认为，全省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整体平稳有序、进展顺
利，但某些地方存在工作进度不平衡、
人选标准不高、审核把关不严、操作程
序简化、信息公开不到位、宣传动员不
到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督导组进
行了分析研判，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换届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
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加强党的领导，树好选人导向，坚
持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严肃选
风选纪，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省
换届办将结合换届工作进展情况，继
续开展专项督导。③7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通过
重温入党誓词和参加定期党员活
动，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党员所应
当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4月18
日，尉氏县张市镇郭家村党员郭学
礼告诉记者。当天，我省首个村级
党员政治生活馆暨新时代乡村振
兴讲习所在郭家村正式挂牌。

“打造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基
地，是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政
治建设的具体措施，是推进党性教
育规范化、经常化、实效化的重要
载体。”参加挂牌仪式的尉氏县组
织部负责人表示。

记者在郭家村党员政治生活
馆看到，1100 多平方米的党员政
治生活馆涵盖郭家村村“两委”办

公区、党建图书室、讲习室和初心
厅、修身厅、红星厅、先锋厅、警醒
厅、振兴厅等6个主体功能区。

记者注意到，党员政治生活馆
作为郭家村76名党员主题教育基
地，各功能区以板报、动漫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章党规、党
情党史及党内政治生活教育贯穿
其中。

同日挂牌的郭家村新时代乡
村振兴讲习所，将立足于农业、农
村、农民，通过邀请组织、纪检、宣
传及县委党校、农业、科技等部门
专业人员，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普
及农业科技知识，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助
推乡村振兴战略。②8

□本报记者 童浩麟

4月 17日上午，8点刚过，通许县
孙营乡姜寨村的500多名村民代表就
来到了村里的广场上。作为全村百姓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里要举行第
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产
生新一届村民委员会。

大会开始后，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姜在玉、姜在岭分别进行了竞职演
讲。姜在玉的竞职报告非常具体，对
全体村民作出了承诺：加宽入村道
路，架设路灯；修建村内道路1000米
以上；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发展
大棚100座以上。

按照选举的19个环节，经大会唱
票、计票、监票员清点选票等，最后姜在
玉当选姜寨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

选举结束后，在开封市委书记、
通许县委书记、孙营乡党委书记的共

同见证下，姜寨村“两委”在换届选举
大会上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和履职承
诺活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景全带
领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新当选的村委会班子成员面对国旗
进行四项履职承诺：政治上，坚决拥
护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党组织决议，
带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发展上，致
力乡村振兴；稳定上，尽力维护和谐
稳定，主动化解矛盾纠纷，小事不出
门、大事不出村；廉政上，廉洁自律、
遵纪守法，主动接受全体村民监督。

“在‘两委’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和履
职承诺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党的领导贯
穿整个换届选举过程。”开封市委书记
侯红表示。“选好‘两委’带头人是落实
全市基层党建‘强力’计划、抓好‘关键
人’的重要举措。重温入党誓词和履职
承诺，就是要让‘两委’扛起责任，兑现
承诺，带领村民齐心协力奔小康。”③3

供给侧改革显成效

我省已披露业绩上市公司超九成盈利

第十届安阳航空运动
文化旅游节5月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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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辛莉

四月的郑州春风拂面，暖意融
融。以“共生共荣、共享共好”为主题
的2018第二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糖
酒食品交易会，将于4月 23日—25日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 4.5 万平
方米，设有综合酒类展区、国际葡萄酒
展区、食品饮料展区、包装机械展区四
大主题展区，设各类展位折合国际标
准展位约2300个。届时，将有国内外
1300多家企业与约 10万家专业经销
商到会。

健康饮料成主流

本届郑州国际糖酒会上，多款主
打健康理念的饮料产品将集中亮相。
有绿色产业项目之称的福森源凉茶、

养生护体的六根汤饮料、酸酸甜甜的
柠檬饮料、各类创新口感的苏打水、新
鲜的生榨果汁、爽口美容的果醋饮料、
绿色健康的玉米汁、王老吉藕汁、各类
矿泉水等，还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量产
检 测 早 期 肿 瘤 病 变 的“ 癌 症 侦 察
兵”——重氧水、饮用低氘水等，各类
新品，百花齐放。

休闲食品齐发力

近几年，我国休闲食品市场每年需
求额超过千亿元，市场规模正在以几何
级的速度增长。本届展会上，众多休闲
食品厂商将携缤纷新品盛装亮相。

现场将看到各类牛肉干、坚果、面
包、糕点、卤制品、海苔、香菇脆、爆米
花、开口蚕豆、麻辣花生、新式火腿肠
等各种各样的休闲食品，仅麻花一个
品类就有多个品牌同时展出，王不歪
系列麻花、迷你杂粮小麻花、18般麻花
等，只有想不到，没有看不到的。

除了饮料和休闲食品，保健养生
食品也是层出不穷，多种蜂产品、阿胶
食品、手工红糖、蛋白质粉、参产品等
也会在郑州糖酒会与观众见面。

酒类行业迎复苏

今年，白酒行业“强回暖、高景气、强

分化、大变革”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朗。为
了搭上此轮回暖快车，国内外多个酒类
主要产区的数百家酒企，借力郑州国际
糖酒会，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招商范围，
加快发展节奏。贵州仁怀酱酒展团、茅
台、五粮液、泸州老窖、西凤、洋河、双沟、
湖北稻花香、杏花村汾酒、北京二锅头、
茅台白金酒、怀庄酱司令、东北大茶缸、
郑州刁小妹、四川江口醇、重庆老院子、
乾隆江南和仰韶、宋河、杜康、宝丰、贾
湖、棠河、豫坡、姚花春、百泉春、养生殿
等众多豫酒，以及来自法国、西班牙、智
利、澳洲、美洲的众多高品质进口葡萄
酒、洋酒，将悉数亮相第二十一届郑州国

际糖酒会。此外还有极具个性的青春小
酒——包河炸个罍子、轻奢高品质的体
验式小酒——戒了小酒、诗情画意的养
生酒——乌篷船黄酒，更有荷花酒、参叶
酒、保健酒、山楂酒、高粱酒、青稞酒等供
选择。

同期活动更精彩

本届糖酒会期间，组委会还为参会
客商准备了数场精彩活动，使每位与会
者不虚此行。记者了解到，展会期间邀
请了许多中国糖酒食品行业的精英以
及新锐企业、经济专家、营销专家、媒体
大咖等出席系列活动，共筑创新、专业、
智慧、交流、分享、传播的平台。以世界
的胸怀和眼光，探究宏观经济趋势、解
读行业发展方向。

搭建交流舞台 助推行业发展

第二十一届郑州国际糖酒会下周一开幕

2018第二十一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展期活动简介
4月22日14:30-17:30

4月23日9:29-9:59

4月23日13:30-17:30

4月23日14:00-17:00

4月23日-24日全天

4月24日14:00-18:00

全国酒类协会会长（郑州）峰会

第二十一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开幕式

中国糖酒食品·名家讲坛

中国（郑州）国际食品产业工商合作论坛

瑞城葡萄酒大讲堂

2017年度河南酒业总评榜颁奖盛典

金水路盛世民航大酒店盛世B厅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广场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C202室

会展中心国际葡萄酒展区D馆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五楼大河厅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陈庄村：“倒数”变“正数”的背后

以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

随机抽查 实地暗访 逐项核实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首轮督导结束

我省首个村级党员政治生活馆挂牌
“让党的领导贯穿整个换届选举过程”

4月18日，一条曲曲弯弯的水泥路通向卢氏县范里镇王窑村。该村是贫
困村，位于伏牛深山区。在脱贫攻坚中，县政府投资165万元，修通了这条长
4.37公里的水泥路,解决了村民的出行困难。⑨6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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