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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受理、解决和反馈问

题，按照第一时间受理、交办、督

察、反馈的严格要求，为企业提供

高效便捷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 1 月 24 日
从省林业局获悉，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
局近日联合下发《关于着力开展河南省
森林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全面推进森林城市建设，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种生态需要，最
大限度地增强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意见》提出，到 2022年，我省省级森
林城市数量达到 40个（含县及县级市）。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须满足森林网
络、森林健康、生态福利、城乡生态环境、
生态文化、组织管理等六大类 35项评价
指标要求，涵盖林木覆盖率、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休闲游憩绿地、廊道绿化、村镇
绿化、乡土树种比例、树种丰富度、绿道
网络等核心指标。

山区与平原资源禀赋不同，林木覆
盖率的考核指标也不同。根据《河南省
省级森林城市申报与考核办法》，伏牛
山、桐柏山、大别山区林木覆盖率 50%以
上；太行山区、低山丘陵区林木覆盖率
35%以上。平原区的林木覆盖率 25%以
上，或 20%以上且县 (市)域内宜林地全

部造林，沟、河、路、渠绿化率达 95%以
上，农田林网控制率 95%以上。

对于城市建成区，要求绿化覆盖率
40%以上，其中林木覆盖率25%以上。建
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平方米以上，
道路绿化达标率 80%以上，主、次干道林
荫道率达60%以上。

针对我省城乡落叶树多、常绿树少，
树种单一的现状，考核办法要求在城市绿
化中注重常绿树种、彩叶树种、观花树种、
珍贵树种、长寿树种、鸟食树种的应用，常
绿树种比例不低于30%，单一树种栽植数
量不超过树木总量的20%。

省林业局局长秦群立表示，省级森林
城市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近自然
模式，统筹兼顾、城乡一体、科学推进，着
力推进森林进城、森林环城、森林惠民、城
市森林质量建设、城市森林文化建设，大
力推进县级城市的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
化、农田林网化、廊道生态化、村镇林果
化，不断改善城乡生态面貌，提高人居环
境质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申报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的县 (市)须

编制为期不少于10年的森林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并通过相关程序确保规划顺利实
施。目前，有 10个县（市）的总体规划已
上报省林业局评审论证。

原则上，经省林业局同意“创森”并实
施规划 2年以上的县 (市)可提出省级森
林城市称号申请。对于基础条件好、工作
力度大、党委政府重视程度高、森林惠民
富民育民效果好、主要指标超出规定一定
幅度并编制总体规划的县 (市)，省绿化委
员会、省林业局可直接授予其称号。被授
予的“省级森林城市”将被择优推荐申报
国家级森林城市，并给予一定奖励。

目前，我省获得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的
省辖市达到 14 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意见》提出，到2022年，我省的国家森林
城市达到28个(含县及县级市)，省级森林
城市达到 40个，省级森林特色小镇达到
40个。到 2027年，我省的国家森林城市
总数达到 48 个 (含县及县级市)，所有县
(市)建成省级森林城市，建成省级森林特
色小镇 100个，初步建成生态优美、宜居
宜业、和谐自然的中原森林城市群。③5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如今，生
产经营、项目建设中遇到困难，济源市的企
业有了新的反映求助途径——“企业服务
110”平台。

“‘企业服务110’平台通过网络受理、解
决和反馈问题，按照第一时间受理、交办、督
察、反馈的严格要求，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
的服务。”1月 25日，济源市企业服务活动办
公室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济源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去年以来，济
源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号工程。去年3月，济源正式启动“企业服
务110”平台。

河南万道捷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装
配式建材的企业。说起去年遇到的一项业务难
题，公司董事长陈道武记忆犹新：“这件事涉及
十多个部门，如果一个个部门跑下来，至少需要
几个月。”获知“企业服务110”平台启动的消息，
陈道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登录平台提交了企
业碰到的难题。没几天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高效快捷的服务离不开互联网技术，更
离不开平台背后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要求。

记者从济源市企业服务活动办公室了解
到，该办公室在系统上收到企业提交的问题
后，必须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梳理、汇总和交
办。正常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接到交办的问
题后，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系统向企业做
出明确答复，7个工作日内办理结束，并提交办
理结果。企业也可以通过平台查询问题解决
进度，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截至去年年底，平台收到反映问题 45
个，涉及政策落实、企业周边环境、资金、人
才、土地、项目审批等多方面，已办结 41个，
办结率91%。③9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1月 25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合肥客运段文艺小分队志
愿者登上安庆开往合肥的 D5658 次
列车，为旅客表演文艺节目，并现场
写春联送祝福。

▲书法爱好者在车厢里为旅客
写福字。▲

志愿者为旅客弹奏古筝。
新华社发

返乡路上踏歌行

我省出台意见提出，到2022年省级森林城市数量达到40个

创建森林城须过35个硬杠杠

济源：

企业专享“110式”服务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指标要求

根据《河南省省级森林城市申报与考核办法》

●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区

林木覆盖率50%以上

●太行山区、低山丘陵区

林木覆盖率35%以上

●平原区的林木覆盖率25%以上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以上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平方米以上

●城市绿化中常绿树种比例不低于30%
●单一树种栽植数量不超树木总量的20%

制图/张焱莉

“企业服务110”平台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招商平安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
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
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月28日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截至2018年2月28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计算。

2.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
不符，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序

号

1

2

3

4

5

债务人

河南鸽瑞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恒丰钢缆

有限公司

河南群力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绿能

高科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绿能融创

燃气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89,808,391.69

25,000,000.00

14,000,000.00

30,000,000.00

9,990,000.00

利息余额（元）

13,528,315.37

797,273.44

322,388.14

1,596,118.97

313,009.70

本息余额(元）

103,336,707.06

25,797,273.44

14,322,388.14

31,596,118.97

10,303,009.70

担保措施

河南联通铝业有限公司,新郑市悟行旅游酒店

有限公司,郑州第二钢铁有限公司、郑州泰和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路明旺,路义连带责任保

证。

王会卿、焦俊锋、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名下房

产抵押。

沈丘县华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珍珍、刘盼

盼、代会芹、刘华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代会芹

名下房产抵押。

绿能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绿能燃气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张孔明、武少国连带保证。

绿能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绿能燃气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张孔明、武少国连带保证。

序

号

6

7

8

9

10

债务人

河南中奥毯业

集团有限公司

许昌恒源发

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许昌宏伟实

业（集团）有

限公司

禹州市金发源

美发制品有限

公司

河南龙润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40,000,000.00

73,544,981.44

49,999,668.04

2,000,000.00

18,000,000.00

利息余额（元）

1,963,215.96

21,381,272.22

6,694,159.88

51,367.41

717,750.00

本息余额(元）

41,963,215.96

94,926,253.66

56,693,827.92

2,051,367.41

18,717,750.00

担保措施

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山东汇通工业

制造有限公司、山东中奥毯业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任立中、李印、任天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自有土地房产抵押，自然人赵见栓、李

红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许昌恒丰实业有限公司、自然人郑宏伟、臧翠

玲、芦丙炎、赵红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袁松彩名下房产抵押，张渭鹏名下房产抵押，

禹州市鹏源发制品有限公司、袁松彩、张国松、

张渭鹏、訾保仓共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施华峰、裘

明国、张建军、杨志锦连带责任担保。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先生
电话：0371-61779616
地址：郑州市才高街6号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755-88236789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中海油大厦B座40层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周
晓荷）记者从 1月 26日召开的
郑州市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
消除大班额、推进市区中小学
新建改扩建等热点问题均被列
为 2019 年郑州教育的重点工
作项目。

2019年，郑州市将大力建
设幼儿园，市区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校 30所以上，往年建设中
小学校投入使用 20 所以上。
推动郑州外国语学校港区校

区、郑州回民中学管城区校区、
郑州回民中学港区校区、龙湖
一中中原区校区和郑州二中经
开区校区等高中学校开工建
设。出台《郑州市城镇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办法》，开展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
作，开展无证幼儿园专项治理
工作。2019 年秋季开学起始
年级消除超大班额，非起始年
级超大班额、大班额比例大幅
度降低。③5

郑州市区今年将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校30所以上

1月 27日，市民在海南花卉世界观赏、选购。春节临近，许多
市民来到花市选购花卉迎接春节。 新华社发

习近平同马克龙互致贺电
庆祝中法建交55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月 27日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法
建交55年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不断扩大双
方交往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前，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
会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中
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和责任。我
愿同你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开拓创
新，以中法建交55周年为契机，不

断提升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水平，为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当
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法中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维护相互尊重、以规则为基础
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
着特殊作用。我高度重视法中
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
主席先生携手推进两国在核能、
航空、农业食品、经贸等各领域
的合作，密切双方人文交流，加
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的
合作，推动法中关系在新的一年
实现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文化艺术交

流是中朝关系中富有特色和传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
共同努力，落实好我同金正恩
委员长就加强中朝文化艺术领
域交流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继
续为巩固中朝友好民意基础、传
承中朝传统友谊、推动各自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李洙墉再次感谢习近平
总书记和彭丽媛女士在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观看演出，表示朝
鲜友好艺术团此次来华访演就
是想真挚表达金正恩委员长对
习近平总书记以及朝鲜人民对
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朝方将
认真贯彻落实金正恩委员长同

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
识，加强朝中友好合作，为谱写
朝中友好新篇章作出新贡献。

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观
看了朝鲜友好艺术团的演出。
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
乐曲中拉开序幕。随后，朝鲜艺
术家表演了《阿里郎》等朝鲜民
族特色乐曲和《长江之歌》《歌唱
祖国》等中国歌曲，现场观众对
朝鲜艺术家的精彩演出予以热
烈的掌声。演出在《难忘今宵》
的歌声中落下帷幕，现场洋溢
着欢乐友好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习近平和彭
丽媛上台同演职人员握手，并
同大家合影留念，祝贺演出取
得成功。

习近平和彭丽媛会见李洙墉
并观看朝鲜友好艺术团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