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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半年河南经济
新气质新变化新出彩⑥

□本报记者 逯彦萃

高质量发展是宏大的

国家目标，也是有温度的民

生许诺。高质量发展要建

立在全民发展的基础之上，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要惠及

全体人民。

随着我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更多民生所愿、民生

所盼逐一实现，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弱有所扶，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高质量发展 提升民生“三感”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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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樊霞）7月 26日，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近日出炉的
2017年河南省研发统计年报显示，
去年我省持续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研发工作明显加强，全社会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快
速 增 长 ，投 入 强 度（R&D 经 费 与
GDP之比）大幅提高。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投入强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研发的投入力度、评价一个国家或地
区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通过
这个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中国（河
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说。

2017 年河南省研发统计年报
显 示 ，去 年 我 省 R&D 经 费 投 入
582.1 亿元，同比增长 17.8%，比上
年增速提高4.2个百分点，比全国增
速高 6.0 个百分点左右，高于我省
GDP 现价增速 6.6 个百分点，R&D
经费投入实现快速增长。

R&D 经费投入占 GDP比重比
明显提高。初步测算，全省 2017年
R&D 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
1.29%，比上年提高 0.07个百分点，
同全国提高 0.01个百分点相比，河
南高出 0.06个百分点，说明我省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明显提高。

年报显示，企业是支撑全省研发
投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2017
年，全省企业 R&D 经费投入 516.8
亿元，同比增长18.7%，占全省R&D
经费的 88.8%，占比明显高于全国；
2017年全省新增88亿元R&D经费
中，企业新增83.5亿元，占94.9%，有
效支撑了全省研发投入快速增长。

各类研究机构是我省研发的主
导力量。2017年全省有研发活动的
单位中，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在内的全

省各类研究机构3327个，占80.9%，
R&D人员11.5万人，占43.1%，R&D
经费投入256.7亿元，占44.1%，主导
了全省的研究开发工作。

政府支持研发资金发挥了重要
作用。2017 年我省科研机构、高
校、其他事业单位 R&D 经费投入
中，政府资金分别占 66.2%、57.9%、
70.0%，有效支撑了政府属研究机
构、高等院校、其他事业单位的重点
研发项目开展，较好地引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力度，有效调整全省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了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

年报还显示，在省辖市中，郑
州、洛阳、许昌 2017年 R&D经费投
入占据前三位，济源、新乡、洛阳领
跑R&D投入强度。

从R&D经费投入力度来看，郑
州市 R&D 经费投入最多，为 158.7
亿元，占全省的 27.3%，其次为洛阳
市，R&D 经费投入为 86.4 亿元，占
全省的 14.8%；许昌市、新乡市、焦
作市、南阳市、平顶山市 2017 年
R&D 经费投入都在 30 亿元以上，
分别处全省第三至第七位，上述 7
市研发投入占全省 76.3%，是我省
研发重点地区。③8

□本报记者 孙欣

“我叫李兵存。永葆老兵本色，才
能不虚此名！”7月 21日，面对记者的
采访，开封市南北陶瓷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兵存的话语铿锵有力。

虽然离开军营 17年了，但李兵存
身上仍保留着很浓的军人气质。57岁
的他，一米七一的个头，率直严谨，沉
稳干练。自主择业对李兵存而言，不
过是换个“战场”履行使命。

热血男儿从头再来

李兵存的老家住在河北省高邑县
西富村乡古城村，祖辈都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能出个当兵的孩子，
是家里几代人的夙愿，为此，在他出生
时，父亲特意给他起名“李兵存”。

1979年 12月，18岁的李兵存应征
入伍。不怕累、能吃苦，李兵存很快就
在部队脱颖而出，历任连长、营长、副团
长等职；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军人总会

面对退役的那一刻。2001年，我国开
始实施军转干部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
相结合的安置方式。李兵存在转业的
十字路口上面临着双重选择：选择计划
安置，会捧上“铁饭碗”；选择自主择业，
意味着归零后的重新开始，前途未卜。

当时，很多家人和朋友都劝他选
择前者：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有个

“铁饭碗”很不容易；在部队荣立二等
功还能挑选工作单位，如此舒适安逸
的生活上哪找？不少政府部门也向李
兵存递上“橄榄枝”；政治素质过硬、组
织能力强，单位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兵存毅
然选择自主择业，成为首批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中的一员。“党和国家安置军
转干部还有许多困难，越是在进退走

留的关口，越是能反映个人的思想境
界。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兵，
应当为国分忧。”李兵存相信自己有能
力闯出一条新路子、干出一番新事业。

商海搏浪崭露锋芒

“刚从部队转业到开封，我不知道
自己该做些什么，更不知道该如何创
业，但不畏艰难、勇敢进取的劲头却始
终支撑着我。”李兵存说。

他花费了 3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
开封所有的商品经营市场。经过反复
思量，李兵存最后选择从事陶瓷经销。

为了掌握陶瓷市场情况，2002年
春节刚过，他就到石家庄一个陶瓷生
产基地考察学习，白天无偿给企业打
工，夜晚坚持自学陶瓷生产工艺流程

和产品质量鉴别方法。就这样，李兵
存一干就是 4个多月。从石家庄回来
后，他马上又赶到淄博市一个建材市
场学习陶瓷经销策略。在那里，李兵
存也是无任何报酬地打工，一干又是3
个多月。

2003年 3月，李兵存注册成立了
开封市南北陶瓷有限公司。开业不久，
他承接了一家单位的办公大楼主体内
外墙的装修。在4个多月的施工中，他
吃住在工地，不放过任何瑕疵，高质量
完成了装修工程，赢得了高度称赞。

通过多年的努力拼搏，他的公司
逐步做大做强，已具备较强的陶瓷加
工、安 装 和 销 售 能 力 ，年 销 售 陶 瓷
2000多万元。2018年年初，李兵存当
选为开封市建材行业商会会长。

回报社会勇于担当

脱掉的是军装，脱不掉的是本色；
转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李兵存
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军队转业
干部，时刻想着能为社会作点奉献。

“在我创业的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人
真是太多了。干生意不能光赚钱，还
要承担社会责任！”李兵存说。

回老家探亲时，李兵存看到村里
的道路坑洼不平，严重影响了村民的
生活和生产，就主动带头捐款修了一
条水泥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主
动到民政部门为灾区捐款。李兵存还
经常与街道社区的社会福利机构联
系，无偿捐赠款物。在创业过程中，他
为 50名下岗职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并

为他们办理了人身保险。
“一朝入伍，终身为兵。军旅生涯

给了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我应该尽
力回报社会。”作为一名转业干部，李
兵存对部队和退役军人有着特殊感
情。优先招聘退役军人，帮助他们就
业；给生活困难的老兵捐款捐物，解决
他们的燃眉之急；在重大节日开展慰
问活动，增强军民情感……十几年来，
李兵存的拥军之路，一直走得坚定而
执着。

在南北陶瓷有限公司，所有的员
工都知道一条销售纪律，退役军人和
困难群众来购买陶瓷，一律给予最优
的服务、最低的价格。从创业初期到
现在，李兵存为 300多名退役军人和
困难群众减免100多万元。

“我之所以能够创业成功，是部队
给了我不畏艰难的韧劲和特别能吃苦
的作风。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
记我是一名老兵。”李兵存告诉记者。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风采

“ 我 要 永 葆 老 兵 本 色 ”
——记开封市南北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兵存

2017年河南省研发统计年报发布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近九成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得到一份更
好、更稳定的工作，是每一位劳动者的
期盼。实现高质量就业，是人民实现
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也是经济社会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胡晓香是濮阳市 58 同城培训基
地家政班毕业的学员，“我们经过正规
家政培训，不愁找工作，刚工作时每月
工资 5000多元，只要好好干，涨到万
把块钱很常见。”她对记者说。

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和消费升级
需求，实现高质量就业，我省对农民工
采取“定点+分散”“长期+短期”“线
上+线下”等培训模式，依托产业开展

“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大量农
民工实现了精准就业、高质量就业。

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44.92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9.8%，其中省内转移就业占 60.1%。
省内转移就业比例创新高，是我省人民
享受高质量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

今年随着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
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我
省企业投资热情高涨，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用工需求旺盛。许多企业以五
险一金、国家法定假日、带薪休假等各
种福利吸引人才加盟。今年上半年，
随着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的福
利也在升级，求职者找到好工作的机
会更多了。

毕业创业成为潮流，返乡创业“雁
阵效应”突出。上半年，我省新增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47.92 亿元，扶持 4.25
万人自主创业，带动 13.91万人就业，
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在全国率先突
破千亿元；新增返乡下乡创业11.89万
人，带动就业102.5万人。

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业路子越来越
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在实现。

1

2 保障网更密，“有保障”到“覆盖全”

3

7月 24日，清丰县家具产业集聚区美松爱家家具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
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该公司由农民工叶现增返乡创办，当地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
在用地、贷款等方面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支持。②28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推进“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解决“准入准营
不同步”难题，河南自贸试验区迈开
了坚实一步。7月 26日上午，河南
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与河南
千里之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信用通”管理服务承诺书、“证照分
离”告知承诺书。这意味着，郑州开
办企业进入“信用”时代，企业经营
实现了“零等待”。

长期以来，企业在办理营业执
照后，在某些特定行业与领域，还需
要办理相应的许可证才能从事经营
活动，整个流程下来耗时耗力。为
使企业投资经营更加便利、更加快
捷、实现“经营零等待”，郑州片区管
委会按照国家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决策部署，结合片区实际，在片
区内试行“信用通”管理服务，实行

涉企证照告知承诺制，梳理了与市
场主体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 21 个
经营许可事项，并对这 21项行政许
可证先“承诺”后监管，实行企业承
诺即可开始经营准备，实现企业投
资项目“准入即准营”。

郑州片区管委会综合监管局
负责人表示，与传统的审批模式相
比，“信用通”大幅压缩了审批时
间，能让企业经营者可以经营准备
和行政审批同步进行，改变了重审
批、轻监管的服务模式，推动由事
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
转变，同时拉近了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距离，更加突出政府的服务职
能。郑州片区将根据企业实际需
求，在首批 21个事项的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范围，把更多的行政审批
事项纳入试点。③4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试行“信用通”

企业实现“准入准营零等待”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我省推行
多项便民举措“线上化”，争取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65岁的郑州市民王先生春节期
间与亲人在商丘老家团聚，因为心脏
突然不舒服住进了当地医院，按照以
前的政策，王先生需要自己先垫付医
疗费，回郑州才能报销，而现在一个电
话就能实现在商丘报销。“我用郑州的
医保卡，在商丘也能就地报销，回老家
养老没了后顾之忧。”王先生提起在商
丘住院的经历，感叹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的方便。

省人社厅副厅长李海龙说：“全省
4502家定点医疗机构全面实现‘一站
式’直接结算，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的医疗机构达333家，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医疗机构达246家，上半年
有 17.02 万人成为该项政策的受益
者。”

上半年，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等
15部门联合推进“多证合一”改革再
升级。“‘多证合一’将促进各部门从

‘坐等企业上门’到通过平台及时认
领企业信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省工商局局长马林青说。

“需要帮忙找 12333，社保的事
儿全包办”这句顺口溜在开封市民中
广泛流传。在开封市民之家办理业
务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居民养老保
险的办理在 12333 微信公众号上就
能解决，我身边不少朋友都是通过手
机办理业务，动动手指就搞定了。”

目前省人社系统97项发布类便民
服务事项已录入省政府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46项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全部通过
省政府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办理，网上全
部公示、全程留痕，便于事项申请人通
过平台实时掌握办理进度，接受政务服
务平台的全过程电子监察。民生服务
中“一次办妥”清单的7个事项全部实现
了一次办妥。

以高质量发展保障高质量民生供
给，以提升获得感激发经济增长原动
力。新时代我省经济发展势头更强
劲，民生愿景更可期。③5

一个社会的温度，取决于“底线”
的刻度。织牢民生保障网，就要补短
板、兜底线、出实招，半年来我省出台
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大真金白银的投
入。

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的贫困户
张女士 2017 年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每月 2.4 万元的医药费让她决
定放弃治疗。后来她得知我省有好
政策，个人支付 3 个月，慈善总会援
助 9 个月，新农合再报销 80%，低保
户还可以再报销 15%，这样下来，她
一个月只掏 300 元的医疗费，病情就
得到了控制。

现实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现象并不鲜见。为了让像张女士这样
的贫困户在风险来临时，能享受到社
会保险的帮助，我省推动贫困人口全
部参保，实现 221.4万名未脱贫贫困人
口应保尽保。全省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障的门诊病种增加到 25种以上，门诊
慢性病病种增加到 15种以上，政策范
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85%；大病

保 险 起 付 线 由 15000 元 降 为 7500
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有 22.6 万人
次享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待遇，金额
13.24亿元。

我省对困难群众实施政府兜底
保障。省政府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
准和财政补助水平，让困难群众享受
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将城乡低
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提高到
不低于 262元、154元，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发放城乡低
保、特困人员供养资金 69.89 亿元，惠
及近 400 万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
员；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已全部发放到
位，7 亿多元补贴惠及近 162 万名残
疾人。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扎实推进，教
育、医疗惠民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民意召唤使命，担当彰显情怀。
半年来，一系列民生举措给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安全感，开创了经济高质发
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新境界。

上半年我省民生亮眼成绩单

就业

44.92万人

我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4.92万人 全省共发放城乡低保、特困人员

供养资金 69.89 亿元，惠及近

400万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

69.89亿元

22.6万人次
全省共有22.6万人次享受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待遇，金额13.24亿元

残疾人两项补贴 7亿多元，惠及

近162万名残疾人

162万名
其中省内转移

就业占60.1%

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89.8%

保障 医疗结算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疗机

构达246家

246家

333家
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医疗

机构达333家

4502家

全省4502家定点医疗机构

全面实现“一站式”直接结算

制图/单莉伟

就业路更宽，

“好就业”到“就好业”

便民举措多，“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对农民工采取
“定点+分散”
“长期+短期”
“线上+线下”
等培训模式

培训
模式

7月 26日，游客在光山县十里镇李堰湾村天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采
摘葡萄。该合作社以观光旅游采摘促进葡萄销售，吸引了众多游客，带动当
地86户贫困户通过种植葡萄，实现户均年增收1.2万元。⑨3 谢万柏 摄

济源、新乡、洛阳

R&D经费投入前三位

郑州、洛阳、许昌

R&D投入强度前三位

2017年省辖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