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规划先行

我省1517名规划设计师下乡

截至 6 月底，
河南自贸试验
区郑州片区已
形 成 了 120
多项制度创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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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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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7 月 16日，在内蒙古呼
和浩特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马上项目结束了马上拾哈达的比赛。经过两
轮的比拼，代表河南出战的蒙古族小伙儿阿迪亚
与他的爱马“吉尼斯”通力合作，又为河南代表团
收获了一个二等奖（第三名）。

马上拾哈达项目被誉为马背上的绝技，该项目
要求骑手在狂奔的马背上先徒手拾起右边的哈达，
再迅速翻转身拾起左边的哈达，最终以拾起哈达的
数量和所用时间来评定名次。在决战的两轮较量
中，内蒙古队的李梦总共拾起了36个哈达位列第
一，而河南队的阿迪亚和内蒙古队的恩和宝力高都
拾起了35个哈达，只不过阿迪亚的用时比对手多了
一秒多，最终只能屈居第三。代表河南出战的蒙古
族选手其日麦拉图在该项目上名列第八，为河南代
表团贡献了一个三等奖。目前，河南代表团已经在
马上项目收获了两个二等奖和三个三等奖。

7月 17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马上项
目将进行最后一天的较量。当天要进行民族赛马
2000米以及走马 2000米的比赛，这也是河南代
表团冲击马上项目一等奖的最后机会。③5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马上拾哈达项目

河南队骑手收获季军
本报讯（记者 赵振

杰 何可）7月 16日，世界
500强企业日本住友商事
株式会社与河南中鑫集
团合资成立的汽车零配
件供应链公司——速美
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在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
区注册成立。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开启绿色通道，多部
门联合服务、联合审核，为速美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现场办理
营业执照、外资备案、公司公章、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相关手
续。仅半个小时左右，该公司即拿到相关证照，实现企业开办

“立等可取”。
随着速美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注册成功，日本住友商事株

式会社成为今年年内，继世邦魏理仕和美国利宝互助保险集团
后，入驻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的第三家世界500强企业。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努力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探索实施“企业
开办一站通”服务，企业只需在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即可一
次性地办好营业执照、外资备案、公司公章、税务登记、银行开户
等企业开办相关手续，解决了企业跑多个部门、多个窗口办一件
事的问题，切实方便了企业开办，增强了企业获得感。同时，郑
州片区主动服务重大项目引进落户，建立绿色通道服务机制，企
业开办即来即办，相关手续“立等可取”。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绿
色通道服务机制所面向的企业不限体量，只要是对企业开办时
间要求比较急的企业均可提出快速办理的申请。

据悉，截至6月底，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已形成了12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累计新增注册企业 47181 户，注册资本
5295亿元，是河南自贸试验区成立前的2.7倍。③8

本报讯（记者 曹萍）7月16日，记者获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公布了首批45家药品重点实验室，我省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控
制重点实验室入选。未来，该实验室将在完善我省食品药品科技
创新体系、推动科学监管水平提升方面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据悉，此次确定的45个重点实验室中，包括13家中药重点
实验室，其他还包括化学药品制剂质量分析重点实验室、生物制
品质量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等，还有 4个重点实验室涉及的
是化妆品安全。

我省入选的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
是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业内人士表示：“重点实验室的主要
任务是围绕我国食品药品创新发展和科学监管的战略需求，在
食品药品监管新方法、检验检测新技术、标准制定修订、风险分
析和预警、安全评价、应急处置等重点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和科
技攻关。”③8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启动绿色通道

企业开办手续“立等可取”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首批药品重点实验室

我省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控制
重点实验室入选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公安，英模辈出。这支敢打敢
拼、锐不可当的威武之师，用血肉之躯筑
起平安堡垒。

河南公安，用拼搏书写忠诚，用汗水
诠释奉献，用生命捍卫平安，奏响了一曲
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英雄赞歌。

2018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有 14个
集体被荣记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先后涌
现出 9 名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29 名民警因公牺牲，356 名民警因公负
伤。

连续14年感动中原凝聚警
营正能量

7 月 15日中午，烈日当空，漯河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第二特殊警务大队大队长
王培带领队员沿街开展巡逻。不一会儿，
汗水就湿透了警服。寒冬酷暑，风雨无
阻，王培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守护在群众身
边。

“把她放了，我去换她！”去年10月 28
日，漯河市区一家银行突发人质劫持事
件，王培临危不惧，绑住手脚，用自己替换
人质。趁歹徒分神之际，他制服歹徒，成

功解救人质。今年 3 月，王培当选 2018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他绑住手脚
置换人质的英雄形象感动了中原大地。

王百姓、沈战东、李权卿、李博亚、周
水斌、毛立争、郑州“1999.12.5”专案组、王
培……14年来，在“感动中原”舞台上，河
南公安人从未缺席，这些名字印在中原大
地，刻在人民心中。

禁毒战线“铿锵玫瑰”段红霞、“犯罪
分子的克星”付长涛、平安大道守望者乔
峰……经过层层推选和投票等多个环节，
今年1月初，省公安厅评选出“十大出彩河
南公安人”，并在全省组织开展“出彩河南
公安人”集中宣传活动。巡回演讲团走遍
全省18个省辖市，向全社会展示了河南公
安人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有温度的新
时代精神风貌。

警营“花木兰”刘成晓、特警“猛虎”庆
国伟……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的事迹，
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赞誉。省公安厅连续
评选出的四届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如
一面面旗帜，树立在中原警营，发出河南
公安最强音。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河南公安队伍中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和英模人物，是河南公安的灵
魂和标杆。他们的典型事迹和伟大精神，

激励全省民警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河南公安“网红”频现满满
正能量“暖”动网络

为了不让小女孩看到父亲被抓，宜阳
县公安局董王庄派出所民警假装同事，约
犯罪嫌疑人出差，不仅维护了一名父亲的
尊严，也保护了小女孩幼小的心灵。董王
庄派出所民警的人性化执法走红网络。

“警察跪地为溺水者做人工呼吸，这
个救人身影最美丽！”开封市公安局午朝
门派出所民警赵明志不顾溺水者口中的
污物，跪在地上为溺水者做人工呼吸。赵
明志的救人身影被网友们点赞。

“要死，哥陪你！”今年 7月 5日晚，在
一个处警现场，面对跳楼的轻生女子，短
短 5个字，鹿邑县公安局特警梁爽瞬间爆
红网络。“好样的，干得漂亮”“关键时刻，
临危不惧”……梁爽没想到，一次普通的
救人事件，让他圈粉无数。

出彩路上，河南公安“网红”频现，满
满的正能量“暖”动网络。他们用一个个
感人故事“霸屏”网络，展示着河南警察
的风采。他们是中原警营里的出彩公安
人。

“不管有啥危险或诱惑，要永远记住

自己是一名警察。”这是郑州市公安局经
开分局副局长高延岭生前常说的一句
话。今年 6 月 21 日，正在单位研究案件
的高延岭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年仅 45岁。22年的从警路，高延岭经历
过有人出 500 万元买他人头的威胁，更
有冲锋一线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时
刻。

29岁的西华县公安局清河驿派出所
副所长仝旭，今年清明节当天倒在了值班
室；31岁的商丘市公安局网安技侦支队民
警王涛，在侦破一起命案时，连续工作 18
个小时倒在了值班室，留下了身怀六甲的
妻子；39岁的安阳县公安局铜冶派出所副
所长李志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留下了即将临盆的妻子。如今，王涛、李
志的孩子已经平安出生，只是他们走得太
匆忙，没能看上一眼。

“不求你满身荣耀，只愿你平安归
来。”这是家人的声声呼唤。“平安盛世，如
你所愿。”这是战友铿锵有力的回声。

“万家团圆时，别忘了他们。”2018年，
全省公安机关共有20名民警因公牺牲；今
年以来，又有 9名民警因公牺牲。他们尽
职履责保一方平安，用青春热血铸就铁血
警魂，用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的铿锵誓
言。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7 月 16日，省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的邱小亮开车回
到阔别 28年的家乡——武陟县大封镇老
崔庄村。他要在这里居住 5个月，与村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科学布局村庄的生产、
生活和生态空间，为家乡编制出能用、好
用、管用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这不是邱小亮一个人的行动，作为全
省“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的一部分，
从 7月 15日起，全省共有 1517名规划设
计师同时下到全省1188个试点村庄。

全省“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启
动，标志着我省乡村振兴迈出了关键一

步。省自然资源

厅党组书记刘金山说，这些规划设计师将
深入乡村田舍，走访村民农户，研究乡村
文化，编制出符合村庄发展实际、农民发
展意愿和乡村振兴要求的实用性村庄规
划，形成一批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的村
庄规划典型，为我省全面开展多规合一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推动乡村振兴积累
经验。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我省很多村庄
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通盘考虑土地
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
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编制多规
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已经出现了像新
县的西河湾、信阳市平桥区的郝堂、孟州
市的莫沟等一批乡村振兴的亮点。

但是，我省现有4.58万个行政村中，绝

大多数村庄存在无规划、乱规划和规划实
用性差、科学性不足、实施性不强等问题，
村庄建设常出现“摊大饼”等格局。部分地
区甚至出现了奇怪矛盾：一方面是空心村
现象严重，房倒屋塌，垃圾围村，乡村凋敝；
另一方面是违法占地严重，我省农村建设
用地规模不减反增。

出现这一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
和基层干部中懂规划的人才奇缺。省自
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传慧分
析说，面对这些问题，基层干部和群众也
很着急，呼唤规划设计师到农村，针对农
村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编制出实用性
村庄规划，让农村美起来、干净起来。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决定组织开展“乡村规划，千村试
点”活动，首先选择一些不同类型、不同特

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村庄开展规划编
制试点，建设美好家园，实现乡村振兴。

据介绍，参加这次活动的规划设计
师，都是从省内外规划单位、大专院校、科
研机构选出的规划设计方面的专家。这
些规划设计师下乡将采取一人对一村或
多人对一村的形式，围绕编制试点村庄规
划、指导制定村域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
复方案、指导村庄特色风貌塑造和农房设
计改造、指导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 4
项重点内容开展工作。

当前的乡村建设，决定着未来相当长
一个时期的村庄风貌。刘金山说，未来，
在总结这次规划设计师下乡经验的基础
上，我省将按照“一村一策”的原则，力争
2020年年底前，对全省有开发建设和保护
修复需求的村庄全部编制多规合一的实
用性村庄规划。③6

河南公安：忠诚为人民 热血铸警魂

7月16日，沈丘县周营镇马营村生态鹅养殖基地，工作人员
在喂养生态鹅。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⑨6 谢辛凌 摄

从7月15日起

全省共有1517名规划设计师

同时下到全省1188个试点村庄

▲7月16日，骑手们在进行马上拾哈达的比赛。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获奖骑手在领奖台上庆祝 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商务部16日发布对
外投资“半年报”，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
累计超340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0.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
济合作司副司长韩勇介绍
说，1至 6月，我国境内投
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
和地区的 3582 家境外企
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346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0.1%。其中，6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 637.3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6.3%。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健康发展。”韩勇说，
主要呈现几大特点——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进。1至6月，我国企业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1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68亿美元，占
同期总额的12.6%。

跨境并购稳步发展。1至6月，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跨境并
购项目161起，分布在芬兰、法国和秘鲁等42个国家和地区，实
际交易总额169.5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92.2亿美元。

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1至6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占比分别为30.3%、18%、9.5%、8.4%和
8.1%。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多，带动当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1
至 6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389个，比去年同期增加33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8%。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际保护主义逆风盛行，全球投资持
续乏力，我国对外投资仍保持增长势头，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韧性和对外投资能力的不断提升。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累计超3400亿元

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