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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 通讯员 杜雪峰）7月 29日，河南
资产建信金投稳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完成工
商注册，落户中原基金岛。基金总规模 50亿元，主要用
于省内市场化债转股实施。

该基金由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建信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建信投资”）等发起设立。河南资产
作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省内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
聚焦主业、引资入豫，联合央企、银行及金融机构，引进省
外资金近 200亿元，组建 6只基金，为河南能源、神火集
团等众多省内企业提供了支持。

建信投资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全资子公司和首家获得
原银监会批准的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专业从事市场化
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截至目前，已累计签署市场化债
转股合作意向框架协议70余个，签约总额约7000亿元，
已落地超20%。

近年来，河南资产和建信投资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致力于服务河南实体经济发展。此次设立债
转股专项基金，将采用市场化债转股等综合金融服务手
段，专项支持省内优质国企降杠杆、调结构，积极支持优
质民企实施债转股，助力各类企业深化改革、脱困转型和
持续健康发展。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月 29日，我省首个外商投资
企业服务日现场活动在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举行。建业
集团、正大集团、丹尼斯百货等 10家企业代表参加了本
次活动。省商务厅、省税务局、省残联等相关部门代表参
加活动并现场解决问题。

沃尔玛（河南）百货有限公司就企业残保金年审问
题，郑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就生产用水供应、货车运输通
行证问题，心连心化工集团就“退城入园”的补贴发放进
度问题等提出了解决诉求。相关部门均在现场予以直接
答复，并承诺了解决问题的期限。省商务厅外商投资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对日前出台的《关于鼓励跨国公司设立
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暂行规定的通知》进行了解读。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现场提问题，职能部
门现场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服务日将成为政府与外
资企业常态化沟通、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平台。这是迅
速落实全省对外开放大会精神，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的
一个实招。希望通过更多类似的措施，为我省开放型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③8

□本报记者 田宜龙 赵文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一首《五星红旗》歌罢，一曲河洛大鼓
《颂洛阳》唱起，还有豫剧《花木兰》名段欣
赏、舞蹈《祖国之恋》表演……7 月 26 日夜
晚，洛阳市兴洛湖公园广场格外热闹，节目
精彩纷呈，掌声此起彼伏。

“大戏送到家门口，唱得大家都开心！”
70岁的胡竹玲吃过晚饭就早早从泉舜社区

赶到广场听戏。她说：“他们经常来演，节目
多是歌唱祖国歌唱党，俺听着特别亲切！”

胡大娘家门口的“大戏”是由洛阳新时
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演出的。

洛阳新时代“文艺红色轻骑兵”由洛阳市
各专业文艺院团、民办文艺团体、基层群众文
化队伍、文化志愿者等组建。自今年5月起，
每周五、周六晚分赴洛阳市区6个公园广场，
开展“河洛欢歌”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洛
阳市委、市政府将“在市区组织开展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河洛欢歌’演出不少于
300场”列进重点民生实事。该活动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和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今年

5月至今，已演出 126场，参演演员 7500余
人次，受益群众达10万余人次。

群众需不需要、满不满意，是评判公共
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今年以来，洛阳
市积极推动文化服务由“政府端菜”向“百姓
点菜”转变，让“文化大餐”更可口更丰盛。

春有牡丹文化节“河洛欢歌·广场文化
月”，夏有“红色文艺轻骑兵”，秋有河洛文化
旅游节、河洛大鼓艺术节，冬有“双节”和“中
国梦·基层行”群众文化活动……洛阳市区
举行的“河洛欢歌”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让市
民充分享受文化的盛宴。

与此同时，洛阳市还发动各县（市）结合
实际、突出特色，组建县乡版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走乡串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目前，“河阳之声”“欢乐孟津”“唱响新安”“滨
河之声”“醉美汝阳”“伊水欢歌”“竹乡神韵”

“奇境栾川”等一批具有县域特色的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如百花齐放，绽放河洛大地。

“想让好戏常演不衰，不能光靠‘送’，还
要靠‘种’。”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章勇介绍，一方面，通过统筹协调，鼓励
全市各县区“演员共享”，同唱一台戏，让群
众看演出每天都有新鲜感；另一方面，通过
政府扶持和培育，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
自发组成文艺团队，成了当地不走的“红色
文艺轻骑兵”，把一大批强信心、聚民心、暖
人心的文化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7月 30日，夜幕降临，位于太行山区的
博爱县寨豁乡江岭村的路灯亮起，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闫胜利与村民们坐在千
年古槐下，聊着村里的变化，说着村里的愿
景。

“咱村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古寨、古屋、
古树、古道见证了岁月沧桑。村里有 11棵
百年以上树龄的国槐。”闫胜利指着头顶的
古树说，这棵树活了1800年，至今仍枝繁叶
茂。

闫胜利的“开场白”让大家打开了话匣
子。村民王存富扯着嗓子普及村史：“在明
朝，咱村因姜姓村民在此地居住得名姜岭。
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记载为姜岭，时人
改作江岭。”

虽有悠久的村史，但江岭村在上世纪末
却与其他山村一样，过着“靠山吃山”的日
子，整个村被挖得千疮百孔。为恢复生态环
境，当地开展了太行山绿化和封山育林工
程，栽种各类苗木，遏制了私挖乱采行为。

江岭村发展路在何方？“继续‘靠山吃
山’。”焦作市委宣传部驻江岭村第一书记陈

良军坚定地说，按照“特色产业带动扶贫攻
坚，一村一品发展林果业”的思路，发展樱
桃、冬桃和皂刺等特色种植，大力发展林果
业。

陈良军给村民算了一笔经济账：目前，
全村樱桃种植面积 200亩，冬桃 50亩。果
树达到盛果期后，平均每亩有 0.5万元的收
益，每年可为全村带来 125万元的收入；鼓
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利用荒山发展中药
材皂刺的种植，全村皂刺种植面积近 300
亩，按目前每亩1000元左右的收入，可为群
众增加30万元的收入。

村民富了“口袋”，村里硬件设施也在完
善。新建村室 7间，安装路灯 60余盏，新购
置 40套体育器材，修建灯光球场和樱桃文
化广场，新建道德讲堂、百姓文化超市、儿童
之家等；打造文明村宣传走廊，绘制村史文
化墙，开辟江岭村党建一条街；建设公共旅
游厕所，并在全村推广卫生厕所改造工程。

江岭村抓住当地发展全域旅游的机
遇，瞄准了乡村旅游业。刚入党不久的村
民胡兴福激动地说：“去年，咱村举办了首
届赏秋文化节，吸引了周边乃至外省的游
客前来观光。”

“下一步，咱村将利用紧邻青天河景区

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打造旅游
产业链，让农产品变成旅游产品、农家院变
成农家乐、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金

山银山。”陈良军说。
夜深了，夜谈仍在继续，不时传来阵阵

欢笑声，随夏风飘向远方。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7月 31日，记者
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住房城乡建设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六部门，近日联
合公布2019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
国传统村落名单，我省19个村落入选。

据了解，本次入选的传统村落将一
次性获得 300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该资金主要用于传统村落内传统建筑保
护、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卫生等基础设施
完善和公共环境整治、文物保护、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等。

我省此次入选的传统村落有：郑州
市新密市刘寨镇吕楼村、开封市祥符区

朱仙镇西街村、洛阳市新安县仓头镇孙
都村、洛阳市嵩县白河镇白河街村、洛阳
市嵩县白河镇大青村、洛阳市嵩县白河
镇火神庙村、洛阳市嵩县白河镇下寺村、
洛阳市嵩县九店乡王楼村洼口村、洛阳
市洛宁县下峪镇后上庄村、平顶山市鲁
山县梁洼镇鹁鸽吴村、平顶山市郏县黄道
镇前谢湾村、平顶山市郏县渣园乡马鸿
庄、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湾乡官寨头村、三
门峡市渑池县张村镇苏秦村、信阳市光山
县马畈镇代洼村杨柳湾组、信阳市光山县
晏河乡管围孜村徐畈组、信阳市新县郭家
河乡土门村徐冲组、驻马店市西平县杨庄
乡仪封村、汝州市焦村乡张村。③4

50亿元基金助力债转股

首个外资企业服务日现场活动举行

出实招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

“红色文艺轻骑兵”活跃在基层
基层亮点连连看

千年古村话“新语”

我省19个传统村落获中央财政支持
每村300万元保护项目资金

宝丰县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是省级传统村落，这里满山翠绿，碧水荡漾，清末古院古朴典雅，形成了一幅乡村田园美丽画卷（7月30日无人机拍摄），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游玩，探索
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⑨6 张建新 何五昌 摄

传统村落美如画传统村落美如画

□本报记者 李保平

在河南园林绿化界，有一支劲旅，
20年砥砺前行，打造了集生态修复、河
道治理和城乡园林绿化建设于一体的
园林绿化集团；在“一带一路”的项目
现场，有一支队伍，以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的形象获得外方点赞，被誉
为“绿色使者”。他，就是育林控股有
限公司。

二十年 打造一支队伍

育林公司成立于 1998年，在董事
长胡华敏的带领下，从做园林绿化工
程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行业
的领军企业。

胡华敏说：“从创业开始，我们就
把工匠精神融入企业的基因，坚持每
一个工程都是精品工程，每一个项目
都成为典范。”

20年砥砺奋进，公司已成为一家
集城乡生态建设运营、产业投资于一
体的综合型企业，主要业务涵盖生态
修复、河道治理、园林工程、智慧养护、
新品种研发及农林业相关产业链投资
开发。

公司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业务
涉及以“田园综合体、林下经济示范区”
为载体对花卉苗木进行全产业链投资

建设，并形成从一产到三产相辅相成的
产业布局。涵盖矿山生态修复、沙化土
壤治理、植被恢复、河道综合治理、新品
种培育、标准化种植、活立木交易、电子
商务、植物种苗进口检疫检验等多个板
块，将产、销、营科学融为一体，实现了
产业升级，提升了投资区域的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年 瓜达尔尽披绿装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
经济走廊”战略规划，2016年底，育林
控股有限公司参与了瓜达尔港的绿化
建设。

“处于印度洋的瓜达尔一片荒漠，
举目望去，散布的低矮建筑，光秃秃的
黄沙地，几株骆驼刺，天地相接处隐约
一条黄沙带……”这就是胡华敏对瓜
达尔的第一印象。

关键是常年 40℃的高温，有没有
淡水资源？在这里搞绿化，能成功
吗？连有着 20多年经验的老园林人
心里也没底儿。

接到这个任务后，育林把骨干人

才、最高端的技术都部署到了瓜达尔
港，一方面，积极对接国内专家教授，
建立耐盐碱、耐干旱的树种资料库；一
方面，抓紧样板工程建设，仅用了两个
月的时间，就打造了一个可供大家休
闲的小公园。小公园的建设成功，改
写了瓜达尔不能栽树的历史。

以此为起点，几年下来，如今的瓜
达尔港，一排排绿树枝叶繁茂，郁郁葱
葱，还有金灿灿的向日葵和绿油油的
草坪。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人见
后无不称之为奇迹。

育林的事迹轰动了巴基斯坦，胡华
敏也得到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接
见，并与总理一同种下一棵树苗。胡华
敏表示：“今后育林将奔着这个目标，把
瓜达尔港建成绿色港口，一个四季有
花、鸟语花香的港口。”

2018年 11月，育林公司的“绿色
瓜达尔”项目被确定为“南南合作可持
续性发展的典范”。

未来 抓住机遇掘金“一带一路”

育林公司在瓜达尔港不但树立了

河南园林人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发
现了一座“富矿”。

胡华敏发现，除了绿化树种外，食
品、石材、服装以及机械装备等产品也
有广阔的市场。胡华敏紧紧抓住了机
遇，在河南国际商会的大力支持下，并
与中港控的领导交流探讨，三方签订
了合作项目的战略框架协议——在瓜
达尔港自由贸易区建设河南国际产业
园区。

据记者了解，该园区规划占地
9000多亩，分为六个产业园区和一个
法律金融综合服务中心，涵盖农业生
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商
贸物流、跨境电商等六大产业。

胡华敏介绍，从 2019 年开始，公
司将围绕“清洁绿色瓜达尔行动”和
河南国际产业园建设，相继实施五大
工程。一是建设瓜达尔农业生态产
业园。借助瓜达尔天然港口优势，打
造一个以生态开发为宗旨，集苗木花

卉和蔬菜组培及扩繁、蓖麻深加工、
仓储物流等为一体的生态产业园。
二是建设巴基斯坦养殖无疫区。联
合国内生物防疫科研院所，建立瓜达
尔种羊示范养殖场，促进中巴农畜产
品贸易。三是建设商贸物流园区。
打造冷链仓储，推进产品加工及相关
产业的集聚，目前已有 10多家企业联
系入园。四是建设瓜达尔中巴友谊
公园。在瓜达尔港自由贸易区外约
一公里区域建设中巴友谊公园，占地
约 2000亩，主要包含生态公园、休闲
旅游、度假康养、地产开发、海洋浅海
主题开发等。五是落实好北京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所
签约的瓜达尔港地区 2000 万株苗木
种植和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区绿
化提升项目。

胡华敏说，育林公司的最终目的
是建立“一带一路”中原产业培育发展
基地和新型国际贸易合作平台，带动、
联合河南企业大胆走出去，抱团发展，
聚合优势，在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和打开国际贸易市场中赢得先机，为
中原经济的开放发展闯出新路径，创
造新业绩。

育林控股：“绿色使者”建功瓜达尔

河南企业参加瓜达尔第二届国际商品交流会

7 月 28 日，
第十届全国杂技
展演在广西南宁
闭幕。新蔡县冰
上职业艺术学校
选送的杂技《男
女技巧》作为我
省唯一参加闭幕
式颁奖晚会的节
目，一举获得文化
和旅游部颁发的
全国杂技展演优
秀节目奖。⑨6
宋超喜 摄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7月 29日，记者从南阳市商务局获悉，上半年该市进出口
总额达87.6亿元，创历史新高，居全省第2位。

上半年，南阳市农产品出口贸易继续发力，销售额达
53亿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59.1%，其中，蘑菇罐
头、调味品等深加工产品出口 19.3亿元。农产品出口额
同比增长19%，成为出口快速增长的第一动力。

此外，南阳市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3%，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分别增长 21.5%和 57%。数据显示，
民营企业正在成为南阳外贸发展主力军，上半年，民营企
业进出口76.1亿元，增长16.4%。

目前，与南阳市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29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7个。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额43.2亿元，占全市进出口额的49.3%。③9

南阳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