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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 谭勇）9 月 3
日，2019河南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会在
郑州举行，会上正式揭晓了 2019河南
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郑州中瑞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企业集团分别
以495.41亿元、489.32亿元、436.74亿
元的营业收入居 2019 河南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前三位。

2019河南民营企业100强榜单排
名前十位的企业分别是：郑州中瑞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宇通企业集团、河南森
源集团有限公司、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业控股有限公司、河南正商置业有限
公司、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金
汇不锈钢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河南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
槛继续提升，较上年增长10%以上，为
18.19 亿元。制造业 100 强入围门槛
突破 10亿元大关，为 10.38亿元，比上
年增加1.6亿元。此外，2019河南民营
企业 100 强营业收入总额、资产总额

均再创新高：营业收入总额达 8965.74
亿 元 ，户 均 89.66 亿 元 ，增 长 率 为
4.91%；资产总额达 11077.30亿元，户
均110.77亿元，增长率为11.84%。

现场还发布了2019河南民营企业
制造业 100强、2019河南民营企业现
代服务业 100强、2019河南民营企业
现代农业 100强、2019河南民营企业
社会责任100强榜单和调研分析报告。

2019河南民营企业100强调研分
析报告显示，2018 年，河南民营企业
100强发展趋势持续向好，社会贡献继

续加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综合实力进
一步提高。经营效率稳步提升，有28家
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元。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提升。

从纳税额看，民营企业 100 强纳
税总额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2018
年 ，民 营 企 业 100 强 纳 税 总 额 达
454.54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75.45 亿
元。其中，建业控股有限公司、河南正
商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省企业纳税额前
20名。③8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胡楚强

“这个月，俺一共为乡亲们做了3
件事：打扫了村里的主要道路，清扫
了邻居们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主动
参与防汛演练……”8月 30日，桐柏
县埠江镇付楼村的月度讲评会上，贫
困群众何老三第一次上台发言，既紧
张又兴奋。

台下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健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自从搞了‘红黑榜’
评比，以前很多‘等靠要’的人，现在

‘比着干、抢着干’，俺村脱贫摘帽工
作更稳当了。”

今年以来，南阳市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统一部署，由各村责任组长、驻村
第一书记、村组干部、群众代表等组成
考评组，每个季度按照产业创收、务工
就业、公益道德等方面表现，对各家各
户“打分”，张“红黑榜”、挂“红黑旗”。

“红黑榜”上，谁好谁差一目了然，
在贫困户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完全
没想到，这是动真格！”内乡县赵店乡聂
岗村村民聂亚平说。今年 3月，领了

“黑旗”的他“痛定思痛”，在帮扶干部的
不断鼓励下积极转变、踏实干活，如今
成了村里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截至
目前，南阳市各地设置村级“红黑榜”
2100多块，曾经上过“黑榜”的大多数
贫困户转变思想、积极进取、面貌一新。

“这是我们探索的志智双扶活动的
一项内容。”南阳市扶贫办主任周大鹏
介绍。南阳人口基数大，贫困群众占
全省的七分之一。“针对部分贫困户‘不
愿富、不敢富、不能富’的实际，我们把
志智双扶作为工作重点，帮助他们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稳定脱贫。”他说。

激 发 群 众 内 生 动 力 ，关 键 在
“激”。如果说“红黑榜”是从思想上
激发了贫困户，那么学习兰考“爱心
超市”模式、依托积分机制建立起来，

如今遍布南阳各县的 1532个同心超
市，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激励贫困户。

“积分改变了贫困户的习惯，让大
家迈出了勤劳致富的第一步。”唐河县
城郊乡脱贫户王万才说。今年，老王
入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初选名
单，在他的眼里，同心超市的出现，带
给村里太多喜人的变化。每天清晨，
都有几个贫困户挥舞着大扫帚，把村
里的柏油路和文化广场扫得干干净净；
曾经“抱着酒瓶睡觉”的王连荣，不但开
始收拾自己的小家，还一有空就到村
委找活干；以前凑到一起打牌的村民，
现在都在村合作社和加工厂就了业。
今年2月，王庄村整村脱贫摘帽。

有心劲儿还得有“本事”。“在群
众从‘要我脱贫’转向‘我要脱贫’之
后，就得帮他们升级到‘我有能力脱
贫’。”社旗县李店镇朱庄村农民学校
校长何丰英说。今年以来，南阳市依
托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远程教育等平
台，在各行政村建立农民学校，确保
听课群众每人至少掌握一项增收本
领。目前，该市开展培训活动 3300
多场次，近10万贫困户受到培训。

在西峡县军马河镇后河村，脱贫
户郭改涣向记者展示了她用两周时
间完成的“新作”：一张 80 厘米宽、
100厘米长的画布上，一簇用24种颜
色绘出的鲜花娇艳欲滴。2017年年
底，丈夫意外去世，郭改涣一家的生
活陷入困难。在村农民学校负责人的
牵线下，她和几个贫困户上外地学画
油画。几个月后，她绘出第一幅精美
的油画，也“画”出了脱贫新天地。“是
政府的技能培训让俺每月有四五千元
的收入，帮俺脱了贫。”郭改涣说。

“长了精神头儿，脱贫有奔头
儿。”周大鹏说，当前南阳的脱贫任务
还很重，该市将继续把志智双扶推向
深入，树立一批励志典型、脱贫先进，
让“我敢富、我能富、我会富”蔚然成
风，鼓励带动更多贫困群众持续增
收、稳定脱贫。③5

长了精神头儿 脱贫有奔头儿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难题典型做法之五2019河南民企百强榜发布

9月3日，游客在郑州市普兰斯薰衣草庄园游玩。该园以黄河滩地生态环境
为依托，打造现代农业观光生态园，吸引大量游客观光。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9 月 3日，省
工商联在发布2019河南民营企业100
强榜单的同时，向社会发布了 2019河
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100强榜单，建
业控股有限公司在百强中名列榜首。

2019河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100
强榜单由省工商联委托河南省企业社
会责任促进中心，对参与本次社会责
任专项调研的全省 1644 家民营企业
自主填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后
产生。经过系统总结和提炼百强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典型实践，省工商联推
选出建业控股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
作为 2019 河南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十大优秀案例，纳入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表明，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社
会责任实践已成为河南民营企业的行
动自觉。

依托科技创新，强化自主创新，发
展协同创新，创新成为我省民营企业
发展的第一动力。去年全省百家创新
龙头企业中，民营企业达 60余家；在
推动创新发展的举措中，将创新作为
企业发展战略的占比达82.4%。

此外，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实
现历史最大增幅，总数达到 3300家，

神舟飞船、C919大飞机等大国重器上
有了更多河南元素；被调研民营企业
中，148家企业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实验室等，65.7%的企业对高
新技术与产品进行自主研发。

被调研企业中，去年 80.8%的企
业有直接捐赠行为；设立专门部门负
责公益慈善工作的企业逐年增多，
2018 年占比达到 64.6%。我省“千企
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也得到广大民营
企业的大力支持，截至去年年底，我省
有 6342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 9812个
村的 73.1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连
续两年，全省累计有 18家企业获评全
国“万企帮万村”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我省民营企业在主动降污减排，实
施绿色改造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调
研显示，75.7%的企业设有相关部门负
责环境保护管理工作，59.3%的企业倡
导并参与公共环境治理与保护，56.0%
的企业建立了环保培训制度；58.1%的
企业通过调整自身能源使用结构，提高
清洁能源占比；74.3%的企业采用节
能、环保原材料；69.1%的企业开展清
洁生产，打造循环经济；59.2%的企业
实施绿色改造，建设绿色工厂。③4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100强榜单发布

社会责任实践成行动自觉

2019河南民营企业100强
榜单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分别是：

●2019
河南民营企
业 100 强 入
围门槛继续提
升，较上年增
长 10%以上，
为 18.19亿元

●制造业
100 强入围门
槛 突 破 10 亿
元 大 关 ，为
10.38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1.6亿元

●2019河南民营
企业 100 强营业收入
总额、资产总额均再创
新高：营业收入总额达
8965.74 亿元，户均
89.66 亿元，增长率
为4.91%

制图/周鸿斌

（上接第一版）
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理念，推

出“文化+”行动计划，推动多种新业态融
合，激活开封文化基因向项目转化、向
产业转化、向推动发展的新动力转化；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挂牌
以来，实现了“二十二证合一”，成为
全市发展新的增长极；

形成“一城两核六组团”城市发展
多极支撑，提出打造“两城两都一支
点”的城市定位；积极融入郑州大都市
区建设，建设郑汴港核心重要支点。

开封全力做好“把强县和富民统
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
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的这篇县域治

理大文章：
2017年 3月，兰考县率先在全国

实现脱贫摘帽。兰考将努力打造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示范点、全国县域治
理“三起来”的示范点。

漫步开封，仿佛置身江南——一
城清水，水在城中，城在水中；青山碧
水、蓝天白云、绿树葱茏，把开封人民
的幸福生活装扮得格外亮丽清新。

开封以“外在古典、内在时尚”为
城市建设理念、以项目建设为载体，
一幅从古都向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
嬗变画卷呼之欲出。

发展不停步，提质向未来。开封，
在“开封”中开放，在开放中出彩！③9

开封：在“开封”中开放 在开放中出彩

（上接第一版）
不摘监管，让工作更有效率。在

连续两年对53个贫困县进行全覆盖审
计的基础上，省审计厅今年对所有使
用扶贫资金的 136 个县（市、区）进行
了全覆盖审计。“我们采取市县‘大交
叉’和‘边审边改’，让脱贫攻坚工作更
精准、更安全、更高效。”省审计厅相关
负责人说。

攻克最后堡垒 聚焦“深贫”不懈怠

今明两年，要完成 14个县、1200
余个村和 104万人口的脱贫任务——
脱贫攻坚的河南战场，到了“最吃劲”
的时候。

“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锤。”
今年以来，河南“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紧盯重点难点，落细攻坚点位，促
进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可持
续发展。

集中发力，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在政策资金上重点倾斜，今年，卢氏等
4 个深度贫困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5.51 亿元；在结对帮扶上深耕细作，
郑州、许昌等4个省辖市结对4个深度
贫困县，全力帮扶产业发展；在社会帮
扶上鼓励引导，组织动员千家民营企
业，对 1235个深度贫困村实行结对帮

扶“全覆盖”。曾经基础差、底子薄的
深度贫困地区，如今面貌日新。淅川
县绿色产业生机勃勃，“长中短”三线
结合越走越稳；卢氏县金融扶贫效力
日显，群众脱贫路上“无风险”；嵩县依
托自然禀赋和龙头企业，特色种植和
旅游产业渐成气候。

实招迭出，帮扶特殊困难群体。
省直有关部门统筹协作，将农村低保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3860元，
贫困群众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03 元；上蔡
县深入开展“重度残疾托养”帮扶，实
现“托养一人，脱贫一家”；平舆县创先
实施“互联网+医疗”，让群众足不出村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太康县大力实
施“五养模式”，让每一个特困老人都
能安享“夕阳红”。截至目前，全省
83.2 万人享受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各地托养重度残疾人4045人。

握 指 成 拳 ，力 促“ 两 不 愁 三 保
障”。以14个重大专项工作为抓手，我
省围绕“难点、痛点”问题下足绣花功
夫，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和满意
度。对 4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精准核
定，今年计划改造 9.08 万户，实现“危
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投资18.86亿
元，对 2095个村实施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确保群众吃上安全水、放心

水；上半年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98.1 万
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2200
所，全面消除因贫失学辍学。

衔接乡村振兴 紧盯产业不松劲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是
第一场硬仗；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发
展是第一要务。今年以来，全省各地
各部门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带贫成效
持续显现。

传统产业换挡升级。在济源市王
屋镇罗庄村，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种了
上千亩有机蔬菜，村民亩均收入 6000
元以上；太康县探索构树扶贫“1+N”发
展模式，带动贫困户 580户 2300人稳
定脱贫；潢川县组建院士工作站，建成
稻虾共作示范基地 3500亩，带动 600
户贫困户年均增收4500元。

新兴产业增添动能。为了激活
“避暑经济”，今年8月栾川县继续举办
高速免费活动，仅8月 4日一天全县接
待游客就超过 10万人。据初步测算，
当月该县贫困群众的家庭宾馆户均增
收可达3万元。此外，电商扶贫等新兴
产业也为脱贫攻坚增添了新活力。截
至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村级电商扶贫
点超2万个，覆盖6138个行政村。

三产融合加速推进。封丘县投建

“万亩花海”、东湖湿地、青龙湖田园综
合体等项目，带动 7000多名贫困群众
脱贫增收；叶县大力支持春晓农业基
地，使其发展成集现代高效农业、生态
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园，
带起周边数镇贫困群众。今年以来，
全省各地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加速推动三产融合，为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奔小康夯实了基础。

“龙头”带动产业链，“特色”提升
价值链，“电商”串起供应链，乘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我省的扶贫产
业不断壮大，挑起脱贫攻坚的“大梁”，
也架起衔接乡村振兴的“金桥”。数据
显示，目前全省有 554 家省级以上龙
头企业参与带贫，带动贫困户44.78万
户；已培育 1.4 万家带贫农民合作社，
带动贫困户 24.47 万户；截至 7月底，
全省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7823个，参与
贫困户284.25万人次。

铆足全力，咬定目标使劲干；尽锐
出战，不获全胜不收兵。坚决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这是河南省委省政府
对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这是全
省脱贫攻坚战线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
首份重量级答卷，更是一亿中原儿女
献礼新中国70华诞的赤子情怀。

摆脱贫困，迈进小康，河南蹄疾步
稳、全力以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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