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志强
林州市建筑业管理局局长

就是要把优势产业聚在
一起，打造成建筑业的
‘大总部’。

7月2日，林州市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办事

员关巍，抱着一摞材料去办理企业资质升级。在以前，

他需要跑四五个地方，紧张一整天都难办完。而今，他

不出办公楼，从容地乘电梯从14层下到2层的“建筑

综合服务大厅”，一壶茶的功夫，手续全部搞定。

这都是“总部经济”的功劳。

林州是“中国建筑之乡”，也是全省唯一的“建

筑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近年来，林州市大力

实施建筑业“总部经济”战略，将众多建筑企业集

聚在一起，打造政策“高地”、服务“洼地”，创新解

决建筑业发展难题，以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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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棉花研究所李付广研究员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合作，联合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科技人员，成功创
制了不含外源基因的抗棉花黄萎病突变体，为培育棉花抗黄
萎病品种提供了育种材料。该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据悉，黄萎病号称棉花“癌症”，多年来，常规育种技术一
直未取得突破，基因组编辑技术为棉花黄萎病防治提供了有
效技术手段。该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棉花Gh14-3-3d
基因的两个拷贝同时进行编辑，获得了两株纯合的编辑突变
体，发现这两个突变体的茎干中大丽轮枝菌的含量显著降
低；对抗病相关基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在两个突变体中这
些 抗 病 相 关 基 因 的 表 达 水 平 都 有 显 著 的 改 变 ，表 明
Gh14-3-3d基因通过调控这些抗病基因来抵抗棉花黄萎病
的入侵。该研究成果将为提高棉花抗黄萎病能力提供优异
的种质资源。8

中棉所

成功创制抗黄萎病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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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2018 年的目标
是实现全市各类建筑
业企业完成建安产值
1000亿元，创劳务收
入90亿元，吸引更多
建筑企业落户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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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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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机有了免费早餐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每天早上吃上一顿热腾
腾的早点，对很多人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对于大多数公交
车司机来说，早餐是一个大难题。从今年7月起，安阳公交启
动一线职工免费早餐工程。

7月 10日早上 6时，安阳公交一分公司管理员李智龙已
经开始忙碌起来。“我们在 6点前就将小咸菜调好，粥熬好。
微凉后分别盛到一次性餐盒内，有专人给公交司机送到站
点。”李智龙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记者看到，当天的早餐是豆
沫、包子和鸡蛋。

早上 7时 30分，14路公交车司机王凤杰开着公交车驶
进工学院站，刚走进休息室就接到同事递过来的包子。“能好
好吃个早餐，浑身都舒服，幸福感满满的。”王凤杰告诉记者，
她家住在城南，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前往城市西边的王裕口
公交车停车场取车，基本没时间吃早饭。

不少公交司机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自己的早餐。
11路公交车司机姚进冬乐呵呵地说：“人是铁，饭是钢，吃好
了精神好、干劲儿足，开车更稳了。”

这项工程也获得了市民点赞。
“司机照顾好了，市民出行不就更方便了。”乘客李伟华

说，环卫工人有免费早餐，现在公交司机也有了免费早餐，咱
安阳真是越来越“温暖”了。8

殷都区

新设备破解污水治理难题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如何处理无法纳入市政管

网的、分散式的污水，是防治水污染、整治黑臭水体工作的难点
和短板。根据《安阳市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案》，近日，安阳
市首台智能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在殷都区五道沟安装并投入
运行，为破解分散式污水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殷都区北蒙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科
介绍，今年以来，他们按照安阳市黑臭水体治理指挥部要求，
对五道沟进行了全面清淤，水质有所改善。此次智能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备投用，将会进一步解决五道沟“黑臭”问题。

“该设备日处理能力 300吨，采用目前行业內最先进的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安阳市政污水管理处主任赵海涛介绍，
此项技术取代了传统工艺中的二沉池，可以高效地进行固液
分离，出水可达到地表四类水标准。同时，设备具有占地面
积小、全自动化运行优势，可实现无人值守，适用于村镇、河
道排污口等分散污染源的治理。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在不能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的
村庄，再新建4座日处理100吨的污水处理设备，还群众一渠
清水。”陈科说。8

内黄

给新任村干上岗前廉政课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通讯员 刘超）“通过岗

前培训，我更加明确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也时刻警醒自
己，要不断增强廉洁自律和法纪敬畏意识。”7月 10日，今年
新当选的内黄县宋村乡屯西村党支部书记孙汉英激动地说。

为切实增强新任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提升拒
腐防变的能力，促进农村各项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内黄县纪
委监察委分赴全县18个乡镇，开展新任农村两委干部廉政培
训，给他们上好“岗前廉政第一课”。培训紧紧围绕《党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
纪法规展开，结合村级“微腐败”典型案例，正反结合、以案说
纪，教育新任两委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忠诚、干净、担当，切
实为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该县 532个行政村、社区，3457名新任基层干部参加了
培训。8

续写“中国建筑之乡”华章

林州发力建筑业“总部经济”

安阳举办首届农民工劳动创意大赛，大赛设钢筋工、砌筑
工、绑扫帚工三个项目，全市18支代表队，402名农民工在比
赛场上展示技艺，角逐“行业状元”。据悉，竞赛第一名选手可
申报安阳市“五一劳动奖章”。文/张龙飞 图/毕兴世

夏日的林州，热浪滚滚，驱车沿红旗
渠大道行驶，老远就能看到一座 26层高
楼，楼顶“总部大厦”4个大字格外醒目。

总部大厦是由“总部基地”和“总部经
济”概念而诞生的，林州建筑企业在此处
高端聚合。政府为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
让建筑企业在这里免费入驻。

据介绍，在这里入驻的建筑企业有
103家。一排排办公桌将二楼大厅划分
成不同区域，屋顶悬挂着资质办证区、司
法服务区、办税区等蓝色指示牌，俨然一
个建筑业专属“便民中心”。

河南裕鸿公司的小吴刚入职不久，面
对复杂的税务手续，心里直犯嘀咕：“可别
办错了！”走到办税区服务台前，只见服务
台显著位置贴着“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所
需材料清单”，在服务人员细心指导下，小
吴打消了顾虑，顺利完成税务手续。

“建筑企业办税和普通企业不一样，非
常繁琐。”小吴说，比如8000万元的税收并
不是一次交，可能要交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没有税票就拿不到工程款，丁点儿错都不
行。

“以前工商、税务等机构遍布全市，

有时一项手续跑好几天都办不下来。”旁
边一位会计乐呵呵地插话道，2015年，林
州下劲儿把资源整合起来，让机构跑路，
实现“走进一家门、办完所有事”。

林州是“中国建筑之乡”，也是全省唯
一的“建筑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林州
建筑企业的业务遍布全国，近年来，更是积
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开辟了东欧、
中东、非洲等境外市场。目前，林州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的60%从事建筑业，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60%来自建筑业，全市建筑从业人员近
20万，年均创劳务收入超过100亿元。

如此庞大的建筑队伍，政府如何服务？
如何扶持建筑业做大做强？如何实现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一个个问题汇聚到林州市
高层，“总部经济”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就是要把优势产业聚在一起，打造成
建筑业的‘大总部’。”林州市建筑业管理局
局长付志强介绍，林州“总部”是一个政策

“高地”，建筑企业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各种
优惠政策；同时又是服务“洼地”，汇聚了全
市人才、司法、资质管理等建筑企业运行各
个环节的服务，是建筑企业的“娘家人”。
这里还有全省唯一的“建筑业管理局”。

优势产业集聚和优越的服务，带来建
筑业发展的乘法效应：

入驻大厦的企业年均产值超800亿元，
创劳务收入80亿元，纳税（全口径）8亿元；
河南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荣获国家建设
工程质量最高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宝
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荣获国家工程建设
钢结构最高荣誉——中国钢结构金奖；河
北省河南商会雄安林州建筑分会和林州市
建筑业协会雄安办事处挂牌成立……

2017年，林州建筑业总产值达1200亿
元，税收16亿元，注册企业数量800余家。

付志强信心满满地说，林州建筑航母
正在远航。

我们可以把“总部经济”绘成一棵枝叶茂
盛的大树：林州是主干，建筑企业就是枝干和
满树绿叶红花。

“所以我们说建筑业是一个有机整体，不
可分割。”付志强说，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想要
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团结协作”是必由
之路。为此，他们创办了“红旗渠供应链管理
公司”。

2017年，供应链公司与安钢、济钢、邯钢等
5家钢铁企业和湖波、中联、金隅3家水泥企业
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总部”10余
家企业提供主建材。

“通过供应链集中采购，大大降低了企业
的施工采购成本。”河南宏岳建设有限公司总
经理秦松山说，供应链公司垫资采购的服务
模式，也缓解了企业在施工过程中资金紧张
的难题。

“今年，我们将继续推进红旗渠供应链管
理公司与建筑企业的合作，扩大战略合作覆
盖面。”付志强介绍，通过集中采购、集中供
应，进一步加强“总部”建筑企业在信息、项目
上的合作，提升林州建筑业的抱团竞争力。

眼下，抱团竞争又有了新阵地，在林州红
旗渠大道东段的“建工大厦”即将竣工。

今年年初，林州召开建筑业发展大会，林
州市委书记王军在会上表示：要把总投资 3
亿元、主体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高24层的建
工大厦，优先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建筑企业免
费使用，进一步整合全市建筑产业优势资源，
全力打造第二个建筑业总部基地，把总部经
济“蛋糕”做大、做强、做优。

“我们2018年的目标是实现全市各类建
筑业企业完成建安产值1000亿元，创劳务收
入90亿元，吸引更多建筑企业落户林州。”付
志强说，目前新迁入林州总部的建筑企业，10
家中有9家来自外地。

随着各类建筑企业落户总部，林州建筑
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

杭萧钢构、河南东方建设集团钢结构项
目、广东简捷铝模板项目即将签约落地。新
天地防水有限公司的聚烯烃纳米合金防水材
料项目也在顺利进行。

以这些项目为依托，一个具有完整链条
的“建筑产业园”正逐步崛起，为“林州建筑”
升级“林州建筑科技”积蓄动能。

“鼓励企业走科技强企、品牌兴企之路。”
王军表示，林州将优选一批实力强、管理精、
质量高的企业重点培育，以点带面，奖励支持
企业打造更多国家级精品工程、争创更多国
字号荣誉，努力将林州建筑打造成全国知名
的“强品牌”，续写新时代“中国建筑之乡”新
华章。8

政府提供“免费午餐”业务办理足不出楼

林州事情当地办 破解企业老大难

总部经济的“蛋糕”
正在做大、做强、做优

远航并不是一帆风顺。
长期以来，司法保障是建筑业的一个

“痛点”。
3年前，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在内蒙古承接一个900万元的项目。因为
对部分法律条款不熟悉，被一些不法分子
钻了空子，光是机械、设备租赁费就付了
800万元，辛辛苦苦干工程，结完材料费和
工人工资，不仅没挣钱，反而赔了不少。

付志强说，由于司法上管辖权的问
题，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企业吃

“哑巴亏”。
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近 5年间，林

州建筑企业因恶意诉讼、合同诈骗等纠纷
不断。个别企业个案单笔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5000多万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林州借鉴外地
“涉及建筑企业案件发生后，不仅当地有
管辖权，企业所在地也有管辖权”的先进
经验，按照法律程序，建立了自己的司法
保障服务机制。

2017年 4月至7月，林州市建筑业管
理局联合公、检、法、司等部门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打击建筑领域违法犯罪百日会战
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伪造印章、职务侵占、
恶意诉讼、合同诈骗等各类涉企违法犯罪
行为，直接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上亿
元，并且逮捕、审理了一批不法分子，一举
扭转了建筑业法制环境颓势。

“公安建筑侦察大队、检察院建筑检察
室、法院建筑审判庭就设在咱总部大厦一
楼，看着心里就踏实。”华安公司负责人侯
斌激动地说，企业遇到事儿能管、有人管，
大家底气十足，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

“融资是建筑业又一大难题。尤其是
投标时的信誉保证金，每次都需动用几百
万元到上千万元，交不上就接不了工程。”
付志强坦言，为帮助建筑企业解决资金问

题，林州成立了政府出资、政府管控、企业
使用的招投标服务专项资金，为企业提供
了2亿多元的投标信誉保证金支持，上百
家企业从中受益。

“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培训也是林
州建管部门的一个“大活儿”。拿“营改
增”来说，起初大家对新税制有误解，都不
敢接活儿。2016年下半年，林州建筑企
业新承接项目数几乎为“零”。

针对此情，2017年春，林州建管部门联
合税务、财政和会计事务所组成“营改增”政
策解读队，开启了巡回“大培训”。

不到两年时间，政策解读队开展“营
改增”培训 40余场，培训企业负责人、项
目经理、财务人员 8000余人。“企业在哪
里，培训就到哪里。”

厚积薄发，今年，林州建筑业井喷式
增长，截至 5月底，全市建筑税收（全口
径）已完成 13 亿元，较去年同期猛增
89.1%，超过2016年全年总和。

“依托总部，我们最头疼的问题都解决
了，站在这艘庞大的航母上，我们企业一定
能够做大、做强。”林州二建总经理丁瑞芳说。

89.1%

林州红旗渠大道旁的总部大厦

林州市全景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张龙飞

截至 5 月底，林州
市建筑税收（全口
径）已完成 13 亿
元，较去年同期猛
增 89.1% ，超 过
2016年全年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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