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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委、市政府在

许昌市“四个一百”服务

民企专项行动的基础上，

全面推行“双一百双五

十”专项行动，即县级领

导联系服务 100 家重点

企业、100 家企业银企对

接，县级领导联系服务 50

个重点项目、50家企业化

解担保链风险。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月 17日，
郑州海关通报，2018年我省进出口总
值再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 5500 亿
元，达到 5512.7 亿元，与 2017 年相比
（下同）增长 5.3%，稳居中部第一。其
中出口 3579 亿元，增长 12.8%；进口
1933.7亿元，下降6.2%，全年贸易顺差
1645.3亿元，扩大48%。

在国际市场并未明显回暖的今
天，5512.7 亿元是全省外贸企业“拼”
出来的结果。

从郑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来看，全
省外贸队伍去年明显壮大。2018年，
我省有实际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7587
家 ，比 2017 年 增 加 998 家 ，增 长
15.1%。其中 354 家企业进出口值超
过1亿元，比2017年增加 44家。排名
前 3 位的企业进出口合计 3453.2 亿
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62.6%。

同时，除对美国等传统贸易市场
保持较高增速外，我省对新兴市场贸

易增长也较为显著。2018年，我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187.9亿
元，增长 23%，其中对中东欧 16国进
出口 84亿元，增长 81.3%。加大新兴
市场的开拓力度，有效分散了贸易争
端可能给我省企业带来的风险。

2018 年，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1501.2亿元，增长 23.2%，比同期全省
外贸进出口增速高出 17.9 个百分点，
占 比 由 2017 年 的 23.3% 提 升 到
27.2%。农产品等优势产业产品出口
也保持了较高增速。2018年，我省农
产品出口 169.1亿元，增长 13.3%。其
中 ，食 用 菌 出 口 80.9 亿 元 ，增 长
28.3% ；茶 叶 出 口 4.8 亿 元 ，增 长
53.6%。南阳市、三门峡市是我省农产
品出口的主要地区。

此外，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
持增长，外贸质量不断优化。在巩固
铝材、农产品等传统产业产品出口的
基础上，我省积极发展科技含量及附
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着力培育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产
品等高端产业，推动形成电子信息产
业集群。2018年，我省出口高新技术
产品2277.4亿元，增长10%，占全省出
口总值的63.6%。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 年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较
快，加工贸易增速明显放缓；民营企业
进出口增速较快，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下降但占比仍超六成；就目的地而言，
对美国、欧盟、东盟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明
显高于总体水平；产品方面，手机、农产
品、人发制品居全省出口商品前 3位；
集成电路是我省第一大进口商品，铜矿
砂、计量器具、纸浆进口保持增长。

2018年，郑州市进出口值 4105.4
亿元，增长2.2%，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
的74.5%。增速方面，居全省前3位的
分别是开封市、鹤壁市和三门峡市。
其中，开封市进出口值增速达 53.9%，
为全省最高增速。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高会鹏）
寒冬腊月，大家印象里的北方大都是一片
萧瑟景象。然而，1月 14日，记者穿行在
商丘乡村，整洁美丽的环境令人眼前一亮。

宁陵县赵村乡杨庄村村道纵横交错，
原来狭窄的“三尺巷”不见踪影，村道两侧
约 4米的绿化带令人赏心悦目；睢阳区闫
集镇张菜园村，平坦的街道两边红砖黛瓦，
恰似一幅美丽乡村的风景画，让人流连忘
返；虞城县乔集乡农副产品资源丰富，乡村
特色旅游如火如荼……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复杂的
社会系统工程。“要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夯
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推动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优化产业布
局、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构筑‘一村一品、一
乡一业、一县一业’产业发展格局。”商丘市
委书记王战营介绍，该市学习借鉴浙江“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把整治农村人居
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和
首场硬仗，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
整治工作，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商丘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集
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核引领”，即以商丘市
中心城区为核心，优化中心城区村庄布局
规划，创新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
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一体发展的新格局,
同时，全市积极谋划、争取、实施一批农田
改造、产业发展、科技推广、特色小镇、生态
修复等方面的项目，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实施。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烜）企业有技术，产品有销路，可
资金匮乏让河南德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秋建觉得“胸口像压了一
块大石头”。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许昌市
金融办和长葛市金融办负责人带领
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一番
洽谈对接后，由许昌农商银行提供
的 5000万元股权抵押贷款，使企业
资金难题迎刃而解。

民营经济是长葛经济发展的最
大优势，但不少民营企业像德威科
技一样，也会出现“发展中的困难、前

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长葛
市委、市政府在许昌市“四个一百”服
务民企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全面推行

“双一百双五十”专项行动，即县级领
导联系服务100家重点企业、100家
企业银企对接，县级领导联系服务
50个重点项目、50家企业化解担保
链风险。

“实施‘双一百双五十’专项行
动，就是帮助民营企业破瓶颈、解难
题、激活力、增信心，为民营企业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民营经济
再上新台阶。”1月 17日，长葛市委
书记尹俊营说。

雪中送炭，化解企业“融资难”。
长葛市构建银企对接平台，集聚金融

“活水”，针对企业不同需求“精准滴
灌”。该市筛选出100家有融资需求
的企业，初步对接项目50个、达成融
资意向逾 30亿元；设立企业应急调
贷资金池和还贷周转金，及时解决中
小企业贷款“断点续接”问题。

在“双一百双五十”专项行动
中，长葛市加强要素保障，着眼细微
处、发力关键点、出手危急时，让越
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轻装上阵。目

前，全市共排查出用地保障、政策落
实等 15 大类问题 217 个，已解决
174个问题，正在推进解决65个。

铺 路 搭 桥 ，破 解 企 业“ 转 型
难”。为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发展，长
葛市精心打造一批“专精特新”优质
中小企业，助力民营企业从“低小
散”向“高新尖”升级蝶变。

大森机电公司通过政府牵线搭
桥，与德国GTA机械公司洽谈并购
事宜。但因并购合作谈判进展缓
慢，企业一度打起“退堂鼓”。在长
葛市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大
森机电逐一解决了并购中存在的
融资渠道、外汇通道等问题，成功

“接轨”欧洲一流勘探设备制造技
术，诠释了“蛇吞象”的精彩故事。

“双一百双五十”专项行动，让
长葛的民营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扩
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县域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截
至目前，长葛市民营经济贡献了全
市 85%以上的 GDP、90%以上的新
增就业，森源集团、金汇集团等 4家
超百亿元民营企业连续 4 年跻身

“中国民企500强”。③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 月 16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国际
创新合作平台再添新成员，2018 年
度新培育的 27家河南省国际联合实
验室于近日正式授牌。

“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面向国
际科技前沿，深入推动科技开放合
作，为提升我省国际科技合作水平发
挥了引领示范作用。”省科技厅副厅
长夏培臣介绍说，河南省国际联合实
验室于 2011 年开始建设，截至目前
共建设了191家，其中有10家已升为
国家级联合研究中心。新授牌的这
27家省级国际联合实验室，其研究领
域涵盖生物医学、高分子材料、大数
据、虚拟仿真、现代农业等多方面，如
依托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建
设的“河南省南亚瓜果学国际联合实

验室”、依托河南省肿瘤医院建设的
“河南省非血管性肿瘤介入治疗转化
医学国际联合实验室”、依托郑州大
学建设的“河南省高分子材料成型与
模具国际联合实验室”、依托中原工
学院建设的“河南省新型纺织材料与
纺织品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凸显我
省众多特色产业的技术优势。

“近年来，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
室围绕我省产业需求，依托省内特色
领域的优势资源，搭建国际科技合作
平台，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已成为发展
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技术的重要技术创
新平台。”夏培臣说，我省通过国际联合
实验室建设，有效提升了我省自主研
发能力，推动一系列具有市场前景的
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促进我省
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③9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
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和镇）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进杭州
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任教，并投身
上虞县农民运动之中。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
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
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新华日
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
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1939
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
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

1940年 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
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第
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组织
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
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
传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百团
大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2年 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
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
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
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何云率
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和战斗。

5月 28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
坡上隐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
伤，昏倒在地。当被医护人员抢救醒
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伤不
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
吧！”当医护人员检视完别的伤员再来
看他时，他已经牺牲了，时年37岁。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
“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
（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全国解放后，何云烈士的忠骨移至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左权将军墓
的左侧。

永和镇党委书记朱春兰介绍说，
在艰苦卓绝、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作为上虞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
永和镇一度是上虞县抗战的政治中
心，同时作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
重要活动据点，留下了一大批革命英
烈浴火奋战的印记。对此，永和镇将
上虞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改造成“永
和馆”，“红色老区”的红色记忆、英烈
遗风，仍然照亮着后人奋进的前程。

(据新华社杭州1月 17日电)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1月 17
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我省利用政策性
银行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项目已累
计授信153.45亿元，发放贷款23.1亿
元，中长期优惠贷款正在为林业生态
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林业生
态建设一直面临着投入不足、融资
难、融资贵等难题。2016年 3月，原
国家林业局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将我省
列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首批试点
省，安排低利率长周期大规模开发性
专项贷款。根据国家规划，2035年我
省国储林建设规模为 1924万亩。此
后，贷款政策扩大到了国家储备林基
地建设、林业生态建设、林业产业发展
等领域。通过政银企密切合作，我省
逐步打通林业生态建设融资渠道。

由于贷款周期普遍在 20 年以
上，中央财政、省财政还给予贴息，贷
款政策非常优惠，我省各地积极响应
国储林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全省有
26个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编制了国
家储备林建设规划，其中，21 个市
（县）的建设方案已经国家林草局批
复，建设规模 1700 万亩，投资 1577
亿元，申请贷款1205亿元。

据统计，全省利用政策性银行贷
款建设国家储备林项目已累计授信
153.45 亿元，已发放贷款 23.1 亿元，
濮阳市、禹州市、巩义市、卢氏县、夏
邑县、邓州市、南阳市、兰考县等地相
继获得贷款投入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 8月，兰

考县 11.9 万亩国储林项目申请国家
农业发展银行贷款 10亿元，成为首
个农发行的国储林贷款项目，意味着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也加入我省国储
林项目建设中来，拓宽了各地的林业
生态建设融资渠道。目前，农发行河
南省分行已发放兰考国家储备林建
设项目贷款3.56亿元。下一步，农发
行各级行还将同当地林业部门深度
对接，加强合作，复制推广兰考国储
林项目融资模式，进一步发挥政策性
金融支持林业发展的作用。

PPP 模式是我省国储林项目建
设的主要运营模式。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财政部项目管理
库 15个国储林项目中，河南省就占
了 8 个，国储林项目工作在全国领
先。另据悉，2018 年 12月 26日，安
阳市项目、浚县项目已入省财政厅项
目管理库。③9

我省进出口总值首超5500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稳居中部第一

利用政策性银行贷款建设国储林项目进展迅速

我省国储林项目
已获153亿元信贷支持

我省新培育27家省级国际联合实验室

何云：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1月 17日上午，洛阳市第四届陆浑开渔节在
嵩县陆浑水库举行。当天，捕捞队在湖心捕获新
年“第一网”，捕捞花鲢、白鲢等2万余斤。近年来，
嵩县通过科学投放、合理捕捞滤食性鱼类，每年增
殖放流滤水性花鲢白鲢鱼种300余吨，渔业年产
量在1300吨左右，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多丰收。⑨6 鲁博 摄

全面推行“双一百双五十”专项行动

长葛精准服务助民企攀高
商丘整治人居环境
提升乡村“颜值”

截至目前，全
省21个市（县）
的国储林建设
规划方案已经
国家林草局批
复，建设规模
1700 万亩，投
资 1577 亿元，
申 请 贷 款
1205亿元。

1700
万亩

1205
亿元

1月 16日，汝阳县人民法院的党员志愿者到革命老区汝阳县小店镇板棚
村开展送温暖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棉衣、保暖内衣、食用油、面粉、大米等过
年物品。⑨6 康红军 张克雷 摄

新年“首网”渔获满仓

2018我省进出口成绩单

进出口总值达到5512.7亿元

稳居中部第一

354家企业进出口值超过 1亿元

比2017年增加44家

手机、农产品、人发制品

居全省出口商品前3位

集成电路是我省第一大进口商品

有实际进出口业绩的企业7587家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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