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
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

39055.64亿元 同比增长7.4%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02.84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的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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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申亚坤是河南一家钢材贸易企业
的经理。10月22日，他的洛阳客户急
需一批产自安钢的螺纹钢。他打开“抢
钢宝”APP，将求购信息发布到平台，几
分钟内便有多人报价抢单，比较后确定
货源，他又打开“物流宝”APP，迅速约
好运输货车。“8点发布信息，10点钢材
装车，又方便又快捷。”申亚坤说。

“一键可找货，随手能报价，抢单很
简单，是钢铁行业的‘滴滴打车’。”对河
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中
钢网”）的“抢钢宝”“物流宝”等钢铁交
易系列产品，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销售部长禹作斌如是评价，“重点是操
作简单，甚至不需要输入复杂文本，只
要拍照或语音上传你的需求，系统会自
动将其转化为文字发布到平台。”

前不久，中钢网连续第四年入选中
国互联网企业100强。今年上半年，中
钢网实现营收 22.51 亿元，同比增长

45.43%；净利润2073.57万元，同比增
长94.61%。在中钢网创始人、董事长
姚红超看来，中钢网之所以发展势头迅
猛，源于其始终专注追求一件事情，“那
就是用户第一，只有注重用户体验，满
足客户需求，才能最终成就中钢网。”

中钢网创立于2009年，依托这些
年积累的需求采购大数据，中钢网利
用物联网、云技术等手段，结合移动终
端云数据，为国内数千家钢铁厂家、数
十万钢贸企业、数万家终端采购提供
网上资源展示、采购搜索、询价议价、
网上下单、电子合同、在线支付、订单
查询、物流监控等一系列服务。平台
提供全国近 100个城市、90多个大类
品种的行情和资讯服务，会员覆盖钢
铁行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

10月22日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钢
铁高峰论坛上，河钢集团舞钢公司与中
钢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河钢集团舞
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钱泽旺说，合作多
年来，中钢网已经成为舞钢最大的网络
销售渠道，“其每日市场盘点、价格汇
总、库存统计等信息，是我们分析市场
走势、制定销售策略的重要数据参考，
很多大型项目也会将中钢网报价作为
远期合同成交指定结算价格。”

中钢网运营总监薛赢表示，产业互
联网的核心在于产业，未来竞争一定是
在服务上，除基础服务外，中钢网还为用
户提供各种增项服务，“钢铁行业不再是
简单的规模化生产，而要兼顾规模化批
量生产和差异化个性定制，以产品为核
心的衍生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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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2 日 电
2019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22
日在山西太原开幕。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
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
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
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
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
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

淮阳 综合治理夯实根基

实践者说

在全县范围持续开展村居巡

察暨综合治理工作，对基层政治

生态、社会生态综合施策，依法治

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为下一

步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淮阳县委书记马明超

偃师 党员合力释放动力

实践者说

深入践行“动车组”文化，充分

释放每个人的内生动力，让每个自

带动力的“动车车厢”同向同频、整

体驱动，成为偃师市加快发展、率

先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偃师市委书记孙延文

邓州 智慧环卫守护美丽

实践者说

生 态 宜 居 是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环卫一

体化工程的实施，让邓州农村告

别了脏乱差现象，改善了农村人

居环境，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邓州市委书记金浩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
中献）“以前村里到处都是垃圾，一刮风
塑料袋、废纸满天飞。现在天天都有保
洁员打扫卫生，走到哪儿都干干净净
的，看着心里可舒坦了。”10月22日，谈
起村里环境的变化，邓州市小杨营镇宋
楼村三组村民李腊英特别开心。

为了彻底改变过去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各乡镇各自为战、资金投入多、治
标不治本的局面，从 2017年 12月开
始，邓州市在政府主导下，每年投入近
1亿元农村垃圾治理专项经费，引入
专业化运营公司，实行市场化运营模
式，村收集、乡转运、市处理，过去的
市、乡、村三个治理主体变为公司一个

主体。
邓州市凯达康洁环卫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全市26个乡镇（街道）垃圾的收
集、运转及环卫人员的管理，3890名保
洁员分批培训，合格上岗，确保道路两
侧环境达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目
标。所有环卫作业车辆都安装了GPS
定位系统，作业人员配备定位对讲机，
实时调度指挥，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记者在“智慧环卫”监管平台看到，每
一台环卫车辆工作状况一目了然。

该市还充分发挥河南凯达汽车有
限公司生产环卫专用车辆（设备）的优
势，采取金融租赁、租售并举的办法，
为全市各乡镇配齐垃圾转运车、洒水

车、勾臂车、电动三轮车、侧装车等环
卫特种车辆。

宋云堂是该市小杨营镇宋楼村的
保洁员，每天早上7点上班，和村里另
外两名保洁员一起，（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邓
金慧 黄伟伟）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如今，偃师市兴起了“动车组”文
化，“车头”动力十足，每位党员干部都
成为自带动力的“动车车厢”，凝聚起
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力量。

前不久，偃师市引进全球最大的
母铝合金制造商，投资18亿元的新星
轻合金材料（洛阳）公司特种轻合金材
料生产项目在落地过程中“一气呵
成”，实现了 1个月签约、3个月开工、
12 个月基本建成试生产。10 月 22
日，该公司总经理王亚先深有感触地
说：“从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见效，我
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偃师的实干精

神、高效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2018 年 12 月，偃师市学习借鉴

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同向同频、
协调互助、整体驱动、和谐统一”的“动
车组”文化，在全市开展了为期3个月
的大学习大讨论。偃师市委提出，全
市每一名干部职工，都要深刻领悟“动
车组”文化的精髓，真正当好偃师这列

“动车”的重要一环，落实在工作中，体
现在成效上，推动高质量发展。

偃师市在党建工作中，全力打造
“党委带动、支部推动、整体联动”的
“党建+动车组”，让每个支部即“每节
车厢”、每个党员即“每个车轮”都动起
来、跑起来，着力推进“党建引领、三治

并进、服务进村”乡村治理。
大口镇肖村原是一个软弱涣散

村，去年，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
后，（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刘
玉涛 张广起）10月 21日，记者走进淮
阳县大连乡刑吉屯村，只见一条条村道
纵横交错，一幢幢楼房错落有致，道路
两旁绿树掩映，门前院后鲜花竞放……

以前的刑吉屯村可不是这样，老
党员吴守仁说：“以前俺村是乱得不能
再乱了，领导班子涣散不稳，村务不公
开，集体资源被侵占，群众没有主心
骨，各扫门前雪。”

“由乱到治”源自淮阳县对问题村
开展的综合治理。去年以来，淮阳县
积极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采
用“杀鸡用牛刀”的方法，成立由县委
主导、县纪委监委牵头，法院、检察院、

公安、组织、巡察、信访、扶贫、民政等
部门参与的县委集中治理工作组，逐
个进驻“乱村”开展综合治理，探索出
了一条“巡察村居先行，案件查办紧
跟，综合治理兜底，三步一体推进”基
层治理新路子。

村里该吃低保的没有得到实惠，
不该吃的吃了。党员很少开党员会
议，有些事情都是一人说了算。和刑
吉屯村一样，这是治理前淮阳县新站
镇曹堂村的村务日常。

“工作组一来，村里大变样，班子
调整了，道路通了，水电通了，环境清
洁了，老百姓的心情也舒坦了。”曹堂
村党员李恒海对记者说。

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才是治
理的最终目的。

淮阳县以强化村级组织建设为重
点，通过召开党员会和群众会、张贴求贤
榜、发放求贤信等形式，（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
玉琴）当竹笛吹出活泼的《铃儿响叮
当》，当悠扬壮阔的《黄河古意》响彻报
告大厅，全场师生自觉起立，掌声雷动。

这一幕，发生在 10 月 22 日下午，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郑州第一课”课堂上。这堂课，郑州
市第四十七中学语文教师李爱叶、河南
师范大学竹笛教师王洪亮、姓氏文化研
究专家张清是老师，来自五大洲105个
国家和地区的262名师生是学生。

“中国的四大发明都产生在黄河流
域，它们将黄河文明推向了令世界瞩目
的顶峰。”李爱叶深情讲述着。从诗经
到汉乐府，从唐诗到现代诗，这趟穿梭
于诗词中的黄河文明之旅，深深触动了

肤色不同的中学生。“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
齐诵起来。

“《关雎》是我学的第一首诗，非常
喜欢。”来自缅甸的朱先竹说。“以前就
听过这些诗，现在来到郑州，来到黄河
边，感觉特别不一样，很兴奋。”来自斯
洛伐克的韦丽娅说。

一曲曲“中外文明交流曲”，让现场
的气氛更加热烈。从出土于河南的、世
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骨笛谈起，王洪
亮为学生展示了四种古老的吹奏乐器，
并现场用竹笛表演了《我心永恒》等经
典外国曲目。

陌生的乐器配上熟悉的音乐，拉
近了中国传统艺术与选手们的距离，

现场欢呼不断。“从没有听到过这样好
听的音乐，从没有现场看过这么好的
表演。”来自匈牙利的马宏博难掩兴
奋。

最后登台的老师张清，通过姓氏说
历史，将几千年前的华夏文明搬到学生
面前。“中国有几千年文化，河南历史也
特别悠久，我觉得好了不起，我要继续
努力学习汉语，领略更多中华文化魅
力。”来自赞比亚的娜琪说。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被
誉为汉语“奥林匹克”，今年是此项赛事
首次在河南举办，而“郑州第一课”，是
河南送给选手们的第一份礼物。

当天上午，在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还举行了欢迎仪式。③9

五大洲汉语高手同上“郑州第一课”

本报讯（记者 樊霞）今年前 9个
月，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发展
任务，我省晒出了一份提气又鼓舞人心
的经济成绩单。10月22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在上半年平稳发展的基础上，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财政收入、企业利润、贷款余额等反映
质量效益的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保持了总体
平稳、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符合年初
预期，为决胜四季度、完成全年目标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坚定了信心。”省政
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作成说。

经济运行保持平稳。经初步核
算，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 39055.64
亿元，同比增长7.4%，处于7%—7.5%
年度预期目标区间范围之内，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继续
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生产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9%，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2.3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
点；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粮食总产量有
望再创历史新高。

需求不断扩大。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10.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
分点，增速居全国第4位；进出口总值
达 3667.2 亿元，与去年同期持平，总
量居中部六省第1位。

金融支撑有力。截至 9月末，全
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17%，同比提高 3.2个百分点，增速居
全国第1位；较今年年初增加6497亿
元，同比多增1560亿元。

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2.5%，低于3%左右的年度控制目标。

就业平稳增长。前 9个月，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 102.84万人，完成年度
目 标 的 93.5% 。 失 业 人 员 再 就 业
27.44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9.85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2.06万人，新增返乡下乡创业 17.18
万人、总量累计141.3万人。

经济质量效益继续改善。政府收
入“蛋糕”越做越大。前三季度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4%，高于全国
地方平均水平 4.3 个百分点，居全国
第 4 位 ，其 中 税 收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6.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0.8%，其中民生支出占比超过75%。

企业增效。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同比提高 16.1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2位，40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盈利面达80%。

居民增收。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9%，其中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6%，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2.2个百分点。③8

前三季度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

让钢材交易像网约车一样便捷

2019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

染中原秋

10月 21日，灵宝市寺河乡贺村，丰收的果园、弯弯的山道、起伏的丘陵……构成一
幅美丽多彩的田园画卷，令人陶醉。⑨6 侯建平 摄多彩田园

河南省纪检
监察机关严肃查
处诬告陷害行为
澄清保护党员干
部暂行办法

2019年 10月 日
星期三 己亥年九月二十五

“三驾马车”看平稳——

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观察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