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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5 月 17日，在
纪念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暨河南省
5G+示范工程启动仪式上，我省收获

“5G大礼包”。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中国铁塔四大通信集团在 5G
创新资源上给予我省新的支持，中国联
通5G外部实验室、中国铁塔5G建设技
术创新中心、中国移动 5G联合创新中
心开放实验室、中国电信河南分公司智
慧岛产业联盟 5G 应用体验馆落地河
南。

创新是驱动5G产业发展的核心力
量，我省打造5G产业发展先行区、创新
应用示范区离不开“通信国家队”的支
持。启动仪式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四大通信集团高管
对我省前瞻发展5G产业的战略给予高
度肯定，并表示将对河南投入更多 5G
创新资源。

中国移动表示，将持续把河南作为
5G战略资源投入的重点区域，2019年
在郑州率先实现 5G示范应用，2020年
在全省扩大网络覆盖区域，实现 5G规
模商用，同时依托 5G联创中心开放实
验室，开展重点行业深度合作，探索更
多 5G合作项目实施及落地，打造一批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杆业务。
中国联通表示，郑州成为中国联通

在全国开展5G技术实验和应用试点的
17个城市之一，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果，中国联通通信技术实验室也落户到
河南，定位在 5G新技术新功能验证中
心、新设备认证中心、云化测试中心、测
试数据云管理中心以及新业务孵化中
心，中国联通 5G外部实验室将结合河
南实际，在一些重点垂直行业应用领域
继续做好实验和推广。

中国电信表示，将把河南作为 5G
发展的重要省份，把郑州作为 5G网络
建设的重点城市，优化5G建设布局，加
快网络建设，推动创新合作，强化生态
赋能。

中国铁塔表示，将在河南积极开展
5G 站址精准规划和资源储备。目前，
在河南已储备站址资源 10万个、社会
杆塔资源 25.5 万个，为河南 5G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河南设立中国
铁塔5G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为5G网络
规模部署提供高效支撑。

会上，还举行了四大通信集团支
持 河 南 的 5G 技 术 创 新 机 构 落 地 仪
式。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在第十五
届深圳文博会期间，5月 17日，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南
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招商推介会在广东
东莞举行。我省从 160多个申报项目
中遴选了 55个进行现场推介，其中 13
个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 1137 亿
元。

推介会上，我省以“大遗址、大运
河、大生态、特色小镇”为主题，对一大
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特色优势和
发展潜力的重点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

涉及文化旅游、文化综合体、产业园区、
大遗址开发等。现场还对国家历史文
化公园项目隋唐洛阳城等 10个重大项
目进行了视频特别推介。河南优质丰
厚的旅游资源给客商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副省长戴柏华在致辞中表示，当
前，河南的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欢迎大家到河南投资，共享河南丰
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河南将以优越
的环境、优惠的政策、优质的服务，为广
大投资者创造更多商机。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陈潇）5 月 18日，记者从濮阳市公安
局获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濮阳警方以打击“套路贷”违法犯
罪为突破口，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
罪，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群众
挽回经济损失近3500万元。

警方介绍，近年来，以民间借贷
为幌子，通过虚增债务、虚假诉讼等
方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套路贷”
案件不断增多，这类新型黑恶犯罪严
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了社会
和谐稳定。许多受害人一开始贷款
金额很小，但在犯罪嫌疑人的“套路”
和威逼利诱之下，很快就背负上巨额

债务，有的受害人为此倾家荡产。“套
路贷”团伙普遍不具有金融资质，以
民间借贷为幌子从事非法放贷活动，
表面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而实际还
款中远远超过法律规定标准。犯罪
嫌疑人为催收债务，一般采取辱骂、
恐吓、威胁等软暴力手段，涉嫌非法
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多种违
法犯罪。

濮阳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套路
贷”案件：以犯罪嫌疑人安某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以“不押车贷款”为
噱头，巧立名目、设置障碍，进行了一
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攫取高额经济利
益。

濮阳市公安局抽调相关部门精
干力量成立专案组，随着调查的深
入，专案组逐步掌握了该组织的作案
手法、作案方式和相关证据，将以安

某为首的“非法收车”涉黑组织 23名
成员抓获。

“犯罪嫌疑人正是掌握了借贷
人违约在先，有‘合同’怕吃官司的
心理，大肆侵吞、掠夺被害人的财
产。”办案民警李小雷说，“广大群众
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选择具有贷
款资质的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理性借贷，不要轻信没有资质的非
正规公司发布的‘无利息、无担保、
无抵押’的虚假宣传广告，避免落入

‘套路贷’陷阱，遭受财产损失和不
法侵害。”

今年 3 月 26 日，清丰县人民法
院依法对以安某为首的 23名被告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公开宣判。安某
数罪并罚，被判处十九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其余 22 人分别被判处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
金。

据悉，濮阳警方以打击“套路贷”
违法犯罪为突破口，全面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相继打掉了

“套路贷”黑恶势力团伙15个，抓获涉
案犯罪嫌疑人 175名，为受害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近3500万元。

濮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天
阳表示，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承
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公安机关要将严
厉打击“套路贷”类违法犯罪活动作
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具体举
措，坚持突出重点、主动出击，注重从
新业态、新领域中发现新型黑恶犯
罪，及时依法打击，推动标本兼治，全
力侦办涉黑涉恶重大案件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案件，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不断实现新突破。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这里真的太美了！群山叠翠、
飞瀑流泉，茶园飘香、溪水如银，还
有山水间感天动地、战风斗雪的英
烈故事，更是激励人心，催人奋进
啊！”

5 月 13 日，商城县金刚台西河
景区迎来了平舆县实验中学研学旅
行的 1100 余名学生。一幅幅山水
画卷惊艳着他们的眼睛，一个个红
色故事撞击着他们的心灵，带队的
张小亮校长不由得连声感慨。

据介绍，自 2014年西河景区开
园迎宾以来，游客逐年增多，2018年
已经突破55万人次。而这仅仅是商

城县坚持生态立县，推动绿色发展，
书写红绿融合大文章的一个缩影。

商城县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
处，地处大别山腹地，森林覆盖率达
60.3%，有大小河流728条、水库130
座……独特的区位优势，良好的生
态环境，使该县发展旅游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

然而多年以前，山里的群众却
守着好风景过着苦日子，山高路远
没人来，上好的山珍特产卖不出去。

为了大力发展旅游，商城县专
门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
的意见》，并编制了《商城县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

“搞旅游开发，绝不能破坏生态
环境。”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坦言，
根据规划，该县首先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严格按照产业、村庄、土地、生
态环境和公共设施“五规合一”的要
求，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铺锦绣，如画商城迎
客来。如今黄柏山已经携手湖北狮
子峰、安徽康王寨，发展成为连纵鄂
豫皖的旅游航母。商城县也成功创
建国家4A级景区 3家、3A级景区 2
家，旅游从业人员达 7000 余人，基
本形成“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旅游
服务体系。

“无论谁来了，住下就舍不得走
了，都说里罗城太美了。”伏山乡里
罗城村里第一个办起农家乐的陈先
福自豪地说。

被“美丽”扮靓的不只里罗城。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商城县依山就
势，随形就貌，原生态呈现山水田园
景象，原滋味讲述老区红色故事，聚
力描绘锦绣商城多彩画卷。

5月 6日，纪念商城起义胜利90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专程回乡的开国
将军陈明义长子陈亦军、女儿陈蓉燕
等人，沿着“初心路”，瞻仰英雄像，凭

吊红军墓，来到红军医院旧址激动地
说：“父亲在世时说，王树声大将曾在
里罗城疗过伤。真没想到如今老区
的变化是翻天覆地，一定要让更多的
人来这里，看山看水看蓝天。”

为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助力绿
色发展，商城县坚持因地制宜、注重
特色，大力发展粮油、茶叶、油茶、中
药材、绿色蔬菜等特色产业，建设高
产粮油、茶叶、油茶基地各 50 余万
亩，培育出山信稻米、其鹏茶叶、长
园野生茶油、詹氏蜂蜜等多个特色
畅销品牌。

“生态释放‘红利’，绿色聚集财
富。”李高岭说，商城县已陆续获评

“中国最美县城”“中国十佳最美乡
村旅游目的地”，连续上榜“中国深
呼吸小城100佳”，2018年共迎来游
客 52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1.2 亿元，美丽经济正给商城人民
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③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从“国人粮
仓”到“国人厨房”，河南该走出一条怎
样的路径？5月17日举办的2019中
国（漯河）食品机械产业技术发展大
会，吸引了国内180余家食品及机械
类企业参加，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
荣为首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为河南食
品机械产业创新发展把脉问诊。

“一家做挂面的企业，销售额从
2012年的 1200万元，增长到去年的
2.1 亿元。”省科协副主席邓洪军告
诉记者，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快速发
展，国内食品机械制造产业将有巨
大发展空间。

漯河市是首家中国食品名城，
对于食品机械产业有着迫切的创新
发展需求。为此，省科协联合中国

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和漯河市政府共同主办此
次大会，把学会的创新资源引向经
济建设主战场，积极助力漯河食品
机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我省农业机械已经走向了智
慧农业，食品机械的升级却才刚刚
起步。”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朱文学
表示，河南不仅是“国人粮仓”，更要
做“国人厨房”，急需做大做强食品
机械产业，补上食品产业链条中至
关重要的一环。

一只机械手，1小时可处理 500
条冻猪腿；流水线上，可以像 3D 打
印一样为蛋糕做出各种漂亮造型，
或是源源不断烤制出口感、色泽完
美的披萨饼……在大会当天的产业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专家们展示
了国外食品机械产业的先进技术。

“西门子公司针对食品机械行业
打造了一个数字化解决方案，在见到
实物产品之前，就可在虚拟系统中进
行调试、优化。”西门子（中国）有限公
司食品工业事业部部长李琳利介绍。

“当前国内制造业进步巨大，但
食品机械产业基本还处在以仿制、
引进为主的阶段。要实现跨越发
展，关键一点是坚持走智能化制造
之路。”谭建荣认为，要把智能技术
与产品设计、制造技术有机融合起
来，同时要注意建立中国食品的标
准化体系，打造完整产业链条。

本次大会上，漯河市提出要发
挥自身优势，建设一个食品机械产

业园区。与会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根据我省食品产业特点，园区

建设应聚焦面食加工行业所需的智
能装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泓建议，园区要
高标准规划建设，争取成为河南食
品机械的“智能制造产业园”。

“我们设计一个产品，在省内买配
件一个月都买不齐，去东莞只需 10
天。”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所所长豆金星建议，园区要注重食品
机械配套设施和零部件产业的市场布
局。

朱文学表示，食品机械产业园必
须高起点建设，吸引综合学科人才组
成高水平团队，引进高端机械设计和
制造企业，打造全产业链园区。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秦川）5月 16日，国家 863鹤壁
科技创新园开园仪式在鹤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举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省科技厅、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孵
化联合体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出席。

作为创新创业和中小微企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科技产业园和
科技孵化器的建设发展备受关注。国
家 863 鹤壁科技创新园由河南省生产
力促进中心部署建设，以科技金融与技
术转移为核心，可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科
技咨询、科技金融、人才培养、技术和人
才资源对接与引进等配套服务。目前，
园区签约入驻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

业团队、科技服务机构 54家，涵盖机器
人研究、软件开发、医疗、教育、金融等
行业领域。

今年以来，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镁精深
加工、人工智能 4 个超百亿元产业集
群，谋划项目 100 个，总投资达 700 亿
元以上。

“下一步，国家 863 鹤壁科技创新
园将着力引进科技创新型企业、研究
所，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创新科技园
区，在科技企业孵化、技术转移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示范带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
会主任杨太文表示。③5

一批5G技术创新机构
落户我省

河南文化旅游产业项目
东莞招商签约1137亿元

国家863鹤壁科技创新园开园
目前5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签约入驻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杨晓东）5月
10日至 15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维宁率省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一法
一条例”执法检查组深入信阳市、驻马
店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贯彻实施
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张维宁指出，开展水污染防治“一
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统一部署的重要监督活动，也是省人
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行
动。他强调，要把执法检查与推动水污
染防治工作结合起来，发现和梳理各地
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推进水污染防
治工作好的做法和经验。要以此次检
查为契机，形成新的动力，严格衡量法
定的领导责任、工作责任、监管责任、执
法责任，用足用好法律武器，推动“一法
一条例”落到实处，全面提升水环境质
量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水平，坚决打好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③5

深入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
坚决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科协搭台 院士支招

从“粮仓”到“厨房”还需补上“机械”一环

扫黑除恶进行时

濮阳警方打掉“套路贷”黑恶势力团伙15个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3500万元

商城县红绿融合绘美景

5月 17日，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高标准粮田示范园区内，从空中俯瞰，成方连片的小麦一望
无际，微风过处，麦浪摇曳，谱写着丰收的序曲。⑨6 牛书培 摄

锦绣大地蕴丰收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又到一年毕业季。5月 15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大学生们在拍毕业照留
念，共同体验收获的幸福。据了解，今年河南高校毕业生61万名，他们将奔赴各个
岗位，用青春激情和丰富知识为社会作贡献。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