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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11月 14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10个
月，我省进出口总值达 4381.2 亿元，
同比增长 20.4%，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9.1个百分点。10月份当月，我省进
出口值同比增长47%。

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迅
猛。前 10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 值 达 120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7% ，占 同 期 我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27.6%。

数据显示，我省对美国、欧盟、
东盟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保持大幅
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增速高于整体水平。前 10个月，
我省对美国进出口 1053.8 亿元，同
比增长 55.7%；对欧盟进出口 525.6
亿元，同比增长 16.8%；对东盟进出
口 501.9 亿元，同比增长 62.7%。上
述三项合计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
的 47.5%。

值得关注的是，前 10 个月我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45.8
亿元，同比增长 38.9%，高于全省整
体增速18.5个百分点。

前 10个月，全省 18个省辖市外
贸均保持正增长，其中郑州市贡献了
全省外贸总值的七成。开封、鹤壁、
三门峡进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
到74.4%、64%、49.8%。

出口方面，全省手机出口大幅
增 长 ，农 产 品 出 口 继 续 保 持 高 增
速。进口方面，集成电路仍是我省
第一大进口商品，铜矿砂保持大幅
增长。③5

本报讯（记者 吴烨 尹江勇）11
月 14 日，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
在深圳开幕。

经过 20 年的发展，高交会已成
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
展会。据介绍，今年的高交会重点展
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先进技术和
产品。4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356
家展商逾万个项目参展，预计有超过
100个国家的客商到会。

河南展厅位于深圳会展中心 9
号“创新与科研展”展馆，记者发现，
这里有 29家来自河南的单位和企业
设立了展台。其中，省科学院等单位
已连续 20年参加高交会，河南春生

生物种苗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也连
续 10年以上参加高交会并取得了可
喜成绩。

在河南春生生物种苗有限公司
的展台前，公司董事长尚春生告诉记
者，他们公司已连续 17年参加高交
会了。凭借在确保有机农产品质量
方面的关键技术，该公司不仅培育了
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甘薯品种，还
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指导、托
管了大批农场。

在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展台，公司代表苏浩介绍，他们展出
的装配式阻燃集成墙板，是同多位专
家共同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其在环
保、防火等方面的突出表现，使该产
品共获得110多项专利。③3

前 10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增长20.4%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9.1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王建忠

“望天收”曾是农民对天气影响农
作物收成最形象的描述，天公作美粮食
丰收，反之就是灾年了。不过气象服务
已经改变了“望天收”，农业不必光看老
天爷的“脸色”吃饭了。近年来，河南省
气象部门以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为载
体，全面推进气象为农服务社会化，搭
建起覆盖田间地头的服务网络平台，让
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依据精准的气象信息
科学种植，从过去的“靠天吃饭”变为

“看天管理”，实现了农业气象“直通式”
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

过去“靠天吃饭”
如今“看天管理”

11月 12日，长葛市一个现代农业
种植园区内，一些大型喷灌设备正在浇
水，让刚出土的小麦苗喝了个饱。进入
10月以来，当地一直没有明显的降水。

设在田间的自动气象观测站监测数据
显示，土壤墒情严重偏旱，预计今后一
段时间也没有大的降水过程。该种植
园区负责人王方毅手机上的气象博士
APP提醒他，该给植物浇水了。

他告诉记者：“根据气象博士的分析

预测，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进行田间管理。”
11月 14日，在宝丰县一家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基地内，记者看到，30多座
大棚种植的瓜果蔬菜绿意盎然，通过安
装的各式监测设备，可以了解到棚内的
土壤墒情、气候环境以及病虫害等。

基地负责人王振豪说，发展高效农
业和设施农业，气象服务更重要。如果
有大风天、下雪天，提前得到气象信息，
可以避免刮坏大棚、压塌大棚的情况。

他说：“这几年与气象局合作我们
受益匪浅，天气周报、中长期预报很好
地指导了农业生产。”

“直通式”气象服务
农业生产更智能

许昌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红燕
介绍，目前，长葛市在高标准粮田示范
区建设有农业气象科技园，通过设置
观测站采集温度、湿度、风、雨量等气
象数据。监测站会结合农业生产特
点，根据采集的数据制作成气象服务

信息，通过网站、手机APP、微信、村内
广播以及设在村头的大屏幕等多种渠
道，及时向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气
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有效解决了气
象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气象部门还与农业
植保、农技服务等部门开展技术合作，
制定中长期农业生产指导建议。

近年来，河南气象部门率先在全国
推出农用天气预报周报，又推出了农用
灌溉预报和机收指数等农业气象服务
产品，为河南农业生产提供科技支撑。

《河南省智慧农业气象实施方案》
提出，要通过建立观测自动、预报精
细、服务多元和智能互动的集约系统，
实现多系统的数据统一、平台互通、智
慧共享。目前，全省各地正在稳步推
进气象服务站点的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气象部门与涉农
部门等共建气象信息服务站 4420个，
组建起乡村气象信息员队伍近6万人，
服务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14000多
个，推进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③5

我省创新农业气象服务模式

智慧气象助力精细农业

我省高科技产品亮相高交会

11月 13日，郑州郑东新区康平小学的课堂上，一名外籍老师用英语和同学们做互动交流。当日，美国、英国教育访问团到该校参观访问，并进行了中外课堂
交流展示，让同学们感受不同的课堂形态，拓展国际视野。⑨3 王路 摄

气象科技工作者正在新县郭家河乡
湾店村安装自动气象站，利用气象科技
帮助该村脱贫致富。②44 王建忠 摄

11月 12日，温县黄河滩区，菊农在采摘怀菊花。近日，该县种植的怀菊
花迎来采摘旺季，田间一派忙碌景象。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佳佳

做了 26年生意的高国杰，越来越
不“精明”了。他将郑州年入数百万元
的服装厂交给女儿后毅然返乡，拿着
仅有万元的年薪，“倒贴着钱”管理起
了村务。

这到底是咋回事？
11月 14日，记者在沈丘县冯营乡

小高营村采访时，听到一个有趣的故
事。

故事得从2017年下半年说起。小

高营村是贫困村，乡领导听说高国杰在
外创办服装公司发家致富，便“三顾茅
庐”请他回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高国
杰也想为乡亲们做点事，改变家乡的贫
困面貌。于是，他投资 160万元，在村
头的扶贫车间建起了服装厂。

起初，招进厂里的乡亲们大多不会
缝纫，出活少，挣的钱也少，就不愿意干
了。为了鼓励他们学技术，高国杰承诺
按天算工钱。这样一来，本来按件每天
只能挣十几块钱的工人，都领到了 80
元的工资，村里的贫困户也被安排进厂
做安保、保洁工作，工资开得也高。连
续3个月，服装厂都在赔钱经营。

“瞎折腾，落下一笔亏本账！”亲戚
朋友都不理解。高国杰却说：赔钱只

是暂时的，只要前期鼓励着他们学到
一技之长，后期不愁没效益，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就会有进账。妻子见他心意
坚决，也就默默支持。

回村建厂后不久，高国杰被高票推
选为小高营村党支部书记。这次妻子
却坚决反对，她说：“你当村支书，谁打
理生意？厂子赔钱我认了，但这个事绝
对搞不得!”高国杰说：“乡亲们的信任
和情义决不能辜负，就算把钱都亏完，
我也认了！”

村民信服，高国杰也干劲十足。
上任后不久，他就下决心带领村两委
班子进行环境整治，“没有好环境，怎
么谈得上好生活？”

村民柴火乱堆乱放，他就挨家挨户

整 理 ；坑 塘 垃 圾 成 堆 ，他 就 带 头 清
理……村民们看到高国杰给他们忙里
忙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动手干
了。久而久之，村民们养成了保持环境
卫生的习惯。

高国杰还自掏腰包6万多元，为村
里安装了 120 盏路灯，还出资安装了
监控、修了危桥。

以前，妻子不时埋怨他：“你当了村
支书，家里就多了一本亏本账。”高国杰
总是这样回应：“这哪是亏本账，村民口
袋鼓了，村里环境好了，明明就是幸福
账。”久而久之，妻子理解了高国杰的责
任与担当，开始帮着丈夫做事。

人心齐了，村庄变了，高国杰正领
着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③5

村支书的“亏本账”和“幸福账”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在南阳市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游玩的市民
们惊奇地发现，连日来，斑嘴鸭、红骨
顶、白骨顶等不常见的冬候鸟也不
断在这里聚集。11月 14日，记者从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了解
到，目前以白骨顶为标志的冬候鸟
已经拉开了迁徙的序幕，集中降落
在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该流域
的生态环境为候鸟提供了良好的栖
息环境。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地处南
阳市中北部，是我国三大候鸟迁徙
路线的中线主干，其开阔的水域、良
好的水质、多样的生物环境以及周
边众多可以取食的农田，为迁徙候
鸟提供了重要的停歇和觅食场所，

成为众多鸟类栖息、越冬的黄金地
带。调查显示，该公园内有高等维
管植物 900 种，野生脊椎动物 256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3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21种。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能够吸
引大量冬候鸟“光顾”，得益于南阳
市近年来持续做好白河流域水生态
保护的大文章。南阳市首部地方立
法就出台了《南阳市白河水系水环
境保护条例》，建立起对白河流域的
生态保护制度，还全面建立起以“河
长制”为核心的长效管理机制，陆续
开展了白河中心城区段综合整治、
内河治理、生态防护林带建设等重
点工作，白河水越来越清，景越来越
美。③5

今年来南阳的冬候鸟多了

受有关单位委托，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拟对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实施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转让

方）位于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路国土资源局办公

楼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11007156708259,成立时间：2001 年 9

月 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5亿元，法定代表

人：王文忠，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

资），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国有土

地整理、经营与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物业

管理；土建工程施工；投资管理、建设项目投

资、金融投资、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此次转让标的为转让方所属资产。

1号标的，位于漯河市源汇区交通路的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豫

（2017）漯河市不动产权第0017150号，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登

记面积为 25714.57㎡，其中住宅用地面积为

20571.66㎡，出让终止使用日期为 2086年 12

月 28日。商业用地面积为5142.91㎡，出让终

止使用日期为2056年12月28日。

2号标的，位于漯河市源汇区交通路南段

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漯

国用（2015）第 002360号，土地用途为城镇住

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登记面积为

103247.3㎡，其中住宅用地面积为82597.85㎡，

出让终止使用日期为2085年 3月 11日。商业

用地面积为20649.46㎡，出让终止使用日期为

2055年3月11日。

三、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

转让标的企业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转

让方资产总额 31275577995.39 元，负债总额

18149069557.71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13126508437.68元。

四、转让标的资产评估的备案及核准情况

1号标的：评估值8488.38万元，2号标的：

评估值34092.26万元。

详见：河南龙翼祥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豫

龙翼祥(2018）[估]字第 98号、豫龙翼祥(2018）

[估]字第99号土地估价报告。

以上两个标的评估结果已经漯河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五、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资产转让行为已经漯河市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2018年 11月 5日]决议

通过，并经漯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漯国资（2018）90号]、[漯国资（2018）

91号]批准。

六、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意向受让方应是财务状况良好、商业信誉

度较高的境内独立企业法人和自然人。

七、挂牌价格、保证金、价款支付方式和期

限要求

1. 1 号标的挂牌价格为 8488.38 万元(大

写:捌仟肆佰捌拾捌万叁仟捌佰元整)。

2 号标的挂牌价格为 34092.26 万元 (大

写:叁亿肆仟零玖拾贰万贰仟陆佰元整)。

2.意向受让方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

料的同时，1号标的缴纳人民币 4300万元保

证金、2号标的缴纳人民币 17000万元保证金

至以下指定账户。

单位：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许昌望田路支行

账号：41001551823059000100

3.在受让资产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以

转账的方式全额支付受让资产成交价款及交

易费用。

八、挂牌期限及交易方式

1.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即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2 日 16

时。

2.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

让方。若不足两人，将进行第二轮公告征集。

九、联系方式

报名地址：许昌市新兴路东段路南

联系电话：

0374-8308799 15303992919 李先生

详见交易机构网站：

http://www.xcpmh.com

十、监督电话

漯河市国资委监督电话：0395-3176136

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5日

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今年以来，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以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为抓手，关注

基层干部的用权行为，积极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和监督，倒逼
干部严格落实“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增强他们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营造

“慎微权、遏微腐、防微杜渐”的廉洁微文化氛围，进一步强化基层干部依纪依
法依规办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此外，该镇还开办“洪门夜校”，由镇领导
班子成员、特邀党校教授和先进典型人物重点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落
实“两个责任”“一章两法”等内容进行授课，教育引导全镇党员干部增强纪律
规矩意识，此外还剖析身边典型案例、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以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强化警示教育。 （付祥峰）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加强党员警示教育

凌晨五点，大部分人还沉睡在梦乡的时候，宁陵县供电公司检修
人员早已开始忙碌起来。为确保秋季检修工作安全有序推进，该公司
认真规划，精心布置，合理控制工作总量和进度；加强安全监督，严格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全面做好秋检工作现场跟踪监督管理；加强安全
技术教育培训，开展“师带徒”活动，组织开展《安规》考试，提高员工安
全生产意识；成立工作小组不定期深入生产班组和施工现场对秋检工
作进行检查验收，确保秋检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张红梅）

宁陵县供电公司：“披星戴月”开启秋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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