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乡创业正当时

创客心语

我始终觉得，啥时候都不能忽

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

村。返乡这几年，企业产销两旺。为

啥？党委政府没把我当做生意人，而

是当成家乡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有困难，找党委、找政府。

反过来说，作为一名党员，要始

终把服务社会作为企业发展的基

石。脱贫攻坚是咱们国家一项重大

决策部署，更是一名基层党员、一名

企业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回乡创业，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看到乡亲们在公司就业，看到他们能

够照顾好父母，又能看管好孩子，我

打心眼里高兴——回家，真是回对

了。我有信心、有决心把企业的产业

链条进一步拉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奔小康。③9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整理）

啥时候都不能
忘记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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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勰）4 月 17
日，省纪委监委召开 2018 年度派
驻纪检监察组组长述责述廉会
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委主任任正晓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正晓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派驻监督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要求，强化理论武
装，以学深悟透推动真信笃行，把派
驻机构建设成“不走的巡视组”。要
以“两个维护”为“纲”和“魂”，精准
把握政治监督内涵、范围，强化政治
监督职能。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
盖相统一，监督重点要准、监督内容
要实、监督方式要活，着力实现派驻

监督全覆盖。切实发挥“派”的权威
和“驻”的优势，转变思想观念，融入
日常工作，善于借势借力，做细做实
日常监督。树牢法治观念和程序意
识，清楚监督边界，坚持依法依规，
加强统筹协调，精准把握和有效行
使监察权。忠诚履职尽责，落实改
革要求，带头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狠抓工作落实，以作风攻坚的实
际成效推动派驻监督高质量发展。

会上，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分别作了口头或书面述责述廉，省
纪委监委分管领导逐一点评，对派
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履职情况进行民
主测评并推荐年度先进集体。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18日，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水污染防治“一
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主任张维宁传达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副省长武国
定汇报了我省贯彻实施情况。

会议指出，开展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是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具体行动，是全面落实中

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体
现，是推动实现人民群众对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
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担负起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治责
任。要抓住重点、紧扣法条，推动水
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
要精心组织、严格要求，对标全国人
大，履行好法定监督职责，确保执法
检查实效，为打好碧水保卫战、污染
防治攻坚战作出更大贡献。③3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曹磊）4月 15日，副
省长武国定赴郑州市马渡引黄闸、
牛口峪引黄工程和新郑市观音寺
水库调蓄工程等地进行调研，详细
了解郑州市基本水情以及水资源
配置工程规划建设情况。

在下午召开的协调会上，武
国定在听取了郑州市政府、省水
利厅等相关单位的工作汇报后指
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必须下大气力解决水资源配置瓶
颈，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真研

究谋划。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六字治水方
针，按照省委、省政府“四水同治”
的要求，坚持“开源节流、优化结
构、系统开发、综合利用”的原则，
拓宽思路、挖掘水源，蓄住天上
水、留住过境水、引来外地水、用
好再生水。要由省水利厅牵头，
郑州市政府具体负责，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抓紧编制水资源配置方
案，要努力把郑州市建成节水型
城市、水资源利用示范城市和生
态宜居的美丽城市。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4月16日，
全国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工作会议
在郑州召开。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郑
国光、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郑国光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
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风险监测
和综合减灾工作的责任感，认真谋
划和积极推进新时代风险监测和综
合减灾工作，扎实做好灾害风险监

测和综合减灾工作，为开创应急管
理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刘伟在致辞中说，要以此次会
议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
政策措施和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兄
弟省份的好经验好做法，勇于面对
新挑战、积极适应新体制，进一步
完善体系、提高能力、健全制度，努
力推动我省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
工作再上新台阶。③8

“让家乡的聚宝盆早生‘金’”
□本报记者 童浩麟

4月17日下午，记者见到41岁的陈
书峰，他正在公司奶牛场里开“双峰会”。

“因为名字里都有‘峰’字，我就把乡
党委书记王兆峰来企业调研叫做‘双峰
会’。”皮肤黝黑的陈书峰笑着说，“他来得
可勤，一来都会给企业发展出‘金’点子。”

这次王兆峰是来和陈书峰谈乡党
委到企业进行主题党日活动的。

2001年毕业于郑州牧业工程高等
专科学校（现“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
陈书峰，在外打工、办公司闯荡了13年
后，2014 年在自己老家开封市祥符区
半坡店乡石碑湾村成立了木易牧业有
限公司。弄啥？养牛。

“2016年 6月公司开业。从最初的
260头奶牛、日产鲜奶4吨，发展到现在
的奶牛存栏 1086 头、日产鲜奶 18吨、
肉牛存栏 800余头。产奶规模已经进
入咱省前五名。”陈书峰说。

出身农家的陈书峰，大学就选择了
农业高校。毕业当月，他就去了国内一
家饲料公司郑州分公司做技术服务。
一做就是 8年，从技术员做到了技术总
监，8年时间，让陈书峰有了大量的客
户资源。这个资源已足够支撑他单独

创业。2008 年，陈书峰在郑州大河工
业园创建郑州博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兽用疫苗、饲料和兽药。

“钱越挣越多，我对老家的惦记也
越来越重。”陈书峰说，看到父老乡亲的
农作物因为一场自然灾害而血本无归，
看到因父母外出务工而无人看管的留
守儿童……他的心一再被刺痛。

根据城市规划，2013年年底，大河工
业园区所有饲料企业全部拆除。“拿到拆
迁补偿费，我第一时间就回到了村里，我
终于又和乡亲们在一起了。”离乡13年，
这次陈书峰返乡不仅仅是和乡亲们生活
在一起，他还要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从木易公司开业至今，不足 3年时
间，公司用工规模达到 86 人，村里 28
户贫困户在公司就业，每人每月工资不
低于2000元。

2017年 10月，经过几次“双峰会”，
又经乡党委充分协调，公司利用国家到
户增收资金，与全乡414户贫困户签订

奶牛代养协议：利用每户5000元的到户
增收资金给贫困户分红，每季度分红一
次，每户每年分红不低于1000元。

“这个协议意义重大。”乡党委书记
王兆峰表示，“一年半时间，木易公司已
经为协议贫困户分红100万元。”

陈书峰的家乡扶贫计划更是远大：
今年实现全乡贫困户全覆盖；到 2020
年，员工规模超过230人，让更多的贫困
户在公司就业。

养牛 3年的陈书峰把产业链越拉
越长：2017年，公司开了15家鲜奶吧直
营店，遍布开封市区；作为有机肥，大量
的牛粪让公司又变出了 29 座温室大
棚，种植各种蔬菜和种苗，每个大棚年
收益达 5万元。到明年，公司将建立一
座四星级休闲农业庄园，有大棚、有采
摘、有垂钓、有民宿……

“每个行业只要做精，都能做好。”
陈书峰说，“我一定要让家乡的聚宝盆
早生‘金’！”③9

任正晓在2018年度省纪委监委派驻
纪检监察组组长述责述廉会议上强调

强化政治监督 把派驻机构
建设成“不走的巡视组”

为打好碧水保卫战作出更大贡献

破解郑州水资源配置瓶颈

扎实做好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工作

4月 18日，河南油
田采油二厂对我国首台
用于稠油热采注汽 75
吨燃煤锅炉，再次实施
现有工程废气治理设施
升级改造，使各项污染
物排放指标达到最新的
行业标准，大大改善了
周边环境质量，使“碧水
蓝天”环保行动落实见
效。⑨6 石海波 摄

用行动守护
碧水蓝天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发动机轰鸣、螺旋
桨转动，在跑道上滑行约100米后，机
头上扬、一飞冲天……4月18日，在安
阳的安东通航机场起降跑道上，由河南
美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制造的Alle-
gro轻型运动飞机成功试飞，实现安阳
飞机整机制造生产的历史性突破。

“这是安阳、也是全省民间自主生
产的首架飞机，我们给它取名‘安阳一
号’。”该公司机务负责人林佳宏告诉记

者，试飞成功后，这款飞机将投入量产。
“安阳一号”是一款现代化的双人

座飞机，具有复合材料机身和金属机
翼的先进结构，翼展 10.8 米，高 2.1
米，采用四缸发动机，最大可达100匹
马力，巡航速度为220公里/小时。蓝
色机翼、白色机身，外观流畅而优美。

“今天的风有5级左右，在这样的
天气下‘安阳一号’也可以平稳飞行。”
林佳宏介绍，“复合材料+金属”的结
构能够有效减轻飞机重量、增大飞机
升力，长机翼让飞机的滑翔比、安全系
数更高，即使在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情
况下，飞机也能通过滑翔安全降落。

“‘安阳一号’操作简单、易学，正常
情况下，学员通过20至40个小时学习，
就可以‘单飞’。”林佳宏说，这款机型是
目前国际主流机型，广泛应用于飞行体
验、观光游览、飞行训练、航空竞技等领
域。此外，由该公司完全自主研发制造
的通用航空飞机PA-6正在组装，年内

也有望试飞。公司全部达产后，每年可
生产各类飞机150余架。

近年来，安阳市坚持转型发展主
攻方向，把新兴产业培育和提升放在
优先位置，以国家批复的通用航空产
业综合示范区为契机，围绕做专做精
航空制造、做大做强航空运营、做优
做亮航空运动三大板块，构建功能布
局定位清晰、产业模块发展、要素配
置共享、配套协作紧密的通用航空产
业链。目前，安阳通航产业研发孵化
中心已有 3家公司入驻；通航制造中
心，贯辰模拟器、
猎鹰消防无人机、
河南美鹰等 6个项
目已入驻；安东通
航 机 场 跑 道 已 建
成 并 取 得 军 方 临
时空域，全市通航
产 业 发 展 初 具 规
模。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左易和）
4月 18日，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
会与南京阿凡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阿凡达科技”）在鹤壁市签署投资
协议，双方将共同实施阿凡达机器人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包括研发生产人形人工智
能机器人、建设年产10万台各型机器人生
产车间等。此次签约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基
地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

近年来，鹤壁市大力发展“AI+”、云计
算、大数据等数字经济，以机器人、无人机、
智能传感器等领域为重点，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集聚发展，着力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
会深度融合发展。

“此次与鹤壁市开展合作，将是我们
共同打造机器人产业生态链的良好开
端。”阿凡达科技创始人王继平表示，机器
人产业的发展能够集聚新的创新资源、产
业资源和金融资源等，推动数字经济加速
成为鹤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
新动能。③9

我省民间自主生产的首架飞机——

“安阳一号”试飞成功
人工智能机器人项目
落户鹤壁

首季开门红！中原证券业绩大增79%
□本报记者 栾姗

今年以来，中原证券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政
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以党建高质
量引领推进公司发展高质量，抢抓
市场机遇，持续深化改革，全面提质
增效，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业绩大
幅增长，高质量实现了开门红。

4 月 18 日，中原证券（股票代
码：601375；H股简称：中州证券、股
票代码：1375）正式披露一季度财务
报 告 ，今 年 前 三 个 月 实 现 净 利 润
1.82亿元、同比增长 79%（折合利润

总额约 2.67 亿元、同比增长 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幅
更高达 92%。

记者注意到，与亮丽业绩相对
应的是中原证券主要业务条线的迅
猛增长。根据财报，该公司一季度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比去年同期
增长 30.5%，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增 长 35%，投 资 收 益 增 幅 则 高 达
110%，公允价值变动最明显、实现
收益 1.41 亿元，而去年同期则是处
于亏损状态。

“公司一季度业绩增幅较大，与
今年年初以来的证券市场行情持续
回暖有直接关系，正如财报所显示

的，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自营投资
业务及另类投资子公司、香港子公
司等，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也跟
公司去年于证券行业低潮期进行的
全方位改革在今年逐步见效密切相
关，这两重因素的叠加共同推动了
公司今年以来业绩的大幅提升。”中
原证券总裁常军胜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实际上，中原证券深化改革的
成效在其此前披露的 2018 年年报
中便多有体现。去年该公司为加快
实现“二次腾飞”，围绕提升专业服
务水平、打造核心竞争力，先后完成
了对投行、自营、资管、另类投资子

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子公司等绝大
部分业务条线的改革，今年年初又
启动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全面转
型，取得初步成效。记者注意到，其
自营业务通过组织架构调整、重构
流程、聘请首席投资官、引进证券投
资部门研究总监等措施，专业水平
显著增强，在很多券商自营收入大
幅下滑的背景下去年却同比增长
9.28%，今年一季度更是大幅增长。
旗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州蓝海去
年全面向股权投资为主转型后，重
点以 IPO上市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退出为主要退出方向，积极进行项
目布局，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一季度

也有突出表现。
对于中原证券下一步的发展，

常军胜告诉记者：“公司已在 2018
年年报中对今年的经营计划做了详
细披露，接下来将加速经纪业务向
财富管理转型，稳步推进职业经理
人制度试点工作，积极实施全员定
编定岗、全面绩效考核，进一步优化
薪酬体系，以增强发展后劲，全面提
质增效，更好回报投资者。”

加快发展，自然需要增强资本
实力。记者注意到，中原证券一季
报披露的同时，还公告了拟进行不
超过 55 亿元非公开发行融资的计
划，主要用于资本中介业务、投资

与交易业务、境内外全资子公司增
资、信息系统建设及合规风控投入
和补充营运资金等。2014 年以来，
中原证券已在资本市场进行三次
重大融资安排，分别是：2014 年 6
月在香港首发上市，融资 15 亿港
元；2015 年 8 月在香港增发融资，
募资 25亿港元；2017年 1月在 A股
首发上市，融资近 30 亿元人民币。
此次在 A 股定向增发融资规模有
望达 50亿元以上，将是中原证券上
市四年多来最为重大的一次融资
安排,这无疑将对促进我省实体经
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重
大作用。

■关注新业态 尽显科技范儿

更多内容
请扫一扫

4月 18日，在潢川县广丰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龙虾养殖基地，养
殖户在采收小龙虾。潢川县依托当地丰富的水域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大力发展小龙虾水产养殖业，让小龙虾成为富民增收、精准扶贫的特
色产业。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在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安阳一号”。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