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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本报讯（记者 卢松）10月 21日，记者了解到，省
民政厅从今年8月份起在全省范围内对低保领域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整治贫困
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问
题，着力纠正低保领域的不正之风，截至目前，全省已
有1687名困难群众经复核后被认定为低保户。

按照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工作部署和省纪委监委要求，省民政厅印发了《专项
整治低保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实施方案》，决定
从今年 8月至 11月，深入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整治，大
幅减少“脱保”“漏保”，坚决纠正“错保”，杜绝“关系保”

“人情保”。各地民政部门全部制定落实方案，全省民
政系统上下贯通、步调一致、整体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截至 9月底，全省发现疑似“脱保”“漏保”人员线
索8936条，涉及老年人2581人、儿童1816人、残疾人
1399人。各地依照现有政策，对前期排查线索中涉及
的人员，逐人进行精准识别、精准认定，严格执行审核
审批程序，确保符合一个、认定一个、审批一个，较好实
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

围绕织密兜底保障网，省民政厅近日印发《关于巩
固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返贫的实施意见》，深化农村低保
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科学实行 6个月至 1
年以上的农村低保“渐退期”，加大对支出型贫困家庭
的救助力度，及时纠正政策执行偏差问题，推动解决

“脱保”“漏保”问题，巩固提升兜底保障脱贫成果。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3860元，惠及260多万名困难群
众。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实现低保特困兜底保障 82.9
万人，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近 80%，基本实现了贫
困群众“应扶尽扶、应保尽保”。③8

本报讯（记者 杨凌 宋敏 通讯员 杨宇）10月
22日下午 3时 58分，总长 99.5 米、最大宽度 45.83
米、重 2万吨的 T构梁体在 4台千斤顶及牵引索的
牵引下，开始缓缓旋转，下午5时 57分，在逆时针旋
转88度后到达设计位置，标志着世界跨高铁整幅转
体最宽桥——郑州迎宾大道上跨郑万高铁转体桥
在20米空中成功实现转体。

据悉，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四院”）设计施工总承包、中铁二十五
局承建的郑州迎宾大道涉铁立交工程，上跨郑万高
铁、郑州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及 5条规划城际
铁路，是迎宾大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成功转
体意味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要互联互
通项目——迎宾大道涉铁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迎宾大道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对外交
通道路网“三纵四横”系统的一“横”，也是郑州机场至
郑州南站唯一的快速通道，该通道建成后可实现郑州
南站和郑州机场快速连通，中牟、新郑、尉氏等地到达
郑州机场和郑州主城区的时间也将大幅缩减，可大大
提升郑州航空港“空中丝绸之路”的运载支撑能力。

“一般的跨铁路转体桥梁，
大都是单幅12米左右，双向8车
道、45.83米宽的整幅桥梁跨高
铁转体在世界上尚属首次。”铁
四院项目总工程师张艳军介绍，
该高架桥转体完成后，将与相邻
现浇梁合龙，随后进行桥面的附
属工程施工。③8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0月 22日，记
者从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获悉，大会各项筹备工
作已全面完成。

截至目前，大会共邀约2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156名两院院士、海外院士及国内顶
尖人才，389名领军人才，420名拔尖人才；
共征集到全省65个行业11553家用人单位
提供的岗位人才需求 157432个，项目需求
1269个，数量较去年有大幅增长。其中，博
士和硕士需求人才分别占人才需求总量的
13.78%和 30.97%，合计占比为 44.75%；本
科 层 次 需 求 人 才 占 人 才 需 求 总 量 的
45.92%。按照用人单位性质分，事业单位
数量占用人单位总数的 30.81%，企业占
59.18%。项目涉及装备制造、新能源、信息
技术、现代农业、食品研发、节能环保等 10
个领域，其中技术攻关类项目占项目需求总
数的 53.11%，专业咨询类项目占项目需求

总数的32.04%，投资合作类项目
占项目需求总数的10.09%。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将于 10
月 26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

大开幕。本届大会由中共河南省委、河南
省人民政府、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
谊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
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办）、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郑州市政府、洛阳市政府承办，
主会场设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主要
活动包括开幕式、8场专题论坛、8场主场活
动、6场省外活动。8场专题论坛包括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暨全国博士后创新发展
论坛、人力资源协同发展高峰论坛、地方高
水平大学建设发展论坛、中医药产业发展
暨人才培养国际论坛、中国·河南现代农业
发展论坛、智能装备制造高峰论坛、世界技
能大赛论坛、国际化高端管理人才交流合
作论坛。8场主场活动包括中国博士后暨
海外留学人员科技服
务团（河南行）活动、

海外高层次人才暨项目对接洽谈专场、豫
创天下创新创业大赛、“智汇郑州·领创未
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郑州专场、“才聚河洛”河洛英才计
划推介暨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招才引智专场、高端人
才招聘会、省辖市招才引智活动。

6 场省外活动包括北京专场、上海专
场、广州专场、武汉专场、西安专场、长春专
场，其中上海专场、长春专场已成功举办，
其他4个专场将于11月份举办，分别是：11
月 1日在武汉大学举办武汉专场，11月 9日
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专场，11月 16日在西
安交通大学举办西安专场，11月 23日在华
南理工大学举办广州专场。③5

我省全面排查“脱保”“漏保”问题

1687名困难群众
经复核后享受低保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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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筹备就绪

近16万个岗位周六等你选
发布权威

本次大会共征集 11553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人才需求

157432个
博士和硕士需求人才分别占人才需求

总量的 13.78%和30.97%，

本科层次需求人才占人才需求

总量的45.92%
事业单位数量占用人单

位总数的 30.81%，

企业占59.18%

10月 19日，富士康济源科技园第二届中式集体婚礼在济源王屋山景区举行，100对新人喜结良缘。集体婚礼中，新人身着
中式礼服，在广大市民的见证下喜结连理，展现了传统中式婚礼的魅力。活动旨在提倡勤俭节约，弘扬移风易俗、健康向上的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⑨6 王威 摄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

永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洛阳市洛新产业集聚区

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

兰考县产业集聚区

浚县产业集聚区

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

夏邑县产业集聚区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临颍杜曲现代家居产业集聚区

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

潢川县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滑县产业集聚区

淇县产业集聚区

沈丘县产业集聚区

第八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金星奖”初选名单出炉
截至目前，河南集聚区战略已经走过11年

辉煌历程。11年拼搏，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推
动我省经济发展的最强引擎；11年来，集聚区
在集群培育、创新创业、开放招商、理顺体制等
方面，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更加注重产业建链、补链、延链，打
造主导产业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产业集聚
区“二次创业”正式被写入河南省政府工作报
告，上升为省级产业战略。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集聚区“二

次创业”战略，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促进招商引
资，河南日报社、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开展
了“聚焦集聚区二次创业”暨第八届产业集聚区

“金星奖”系列推选活动，推选系列先进单位，大
力宣传，树立典型，推进集聚区又好又快发展。

本次活动启动以来，主办单位组织相关专

家，对全省相关先进集聚区进行了广泛调研，
《河南日报》也开辟专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力。活动第一阶段，我们
进行了网上投票和实地走访，投票截止日，共
计 80多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根据评价标准最终确定了入围名单 80
个。初选名单公示后，我们将召开专家评审
会，最终评选出金星奖获奖单位。

咨询电话：0371-65796009
67912391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葛大周再生金属循环产业集聚区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睢县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周口市经济开发区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舞钢市产业集聚区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

安阳市纺织产业集聚区

安阳县产业集聚区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

民权县产业集聚区

宁陵县产业集聚区

鹿邑县产业集聚区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河南5星级产业集群 河南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区 河南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典型案例 河南5星级投资目的地（集聚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济源虎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

长垣县产业集聚区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

信阳市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虞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扶沟县产业集聚区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

方城县产业集聚区

温县产业集聚区

睢阳区产业集聚区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新密市产业集聚区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洛新产业集聚区

开封黄龙产业集聚区

武陟县产业集聚区

西华县产业集聚区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

商丘市梁园产业集聚区

郑州马寨产业集聚区

郏县产业集聚区

汝南县产业集聚区

驻马店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

泌阳县产业集聚区

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

漯河淞江产业集聚区

漯河沙澧产业集聚区

灵宝市产业集聚区

渑池县产业集聚区

（以上排名不分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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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10月 22日，记者从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获悉，该厅本月对全省二级及以上资质房地
产开发企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对检查发
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将责令其
限期改正、暂停网签和记入信用档案。

房地产开发企业“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为在我
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且已取得有效资质证书的二
级及以上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按10%比例从房地产
开发企业库中随机抽取。近3个月已被当地抽查过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原则上不再检查，投诉举报多、存在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仍然纳入检查范围。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人员从执法检查人员库
中随机抽取产生，根据检查需要原则上每 5家企业匹
配2—3名检查人员。检查可采取听取情况汇报、召开
座谈会、查阅企业人员档案、项目档案、商品房销售合
同等书面资料、实地走访（暗访）项目等方式开展。根
据检查情况也可延伸调取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其他书面
材料。

本次检查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即企业基本情况和
企业市场经营行为情况，前者包括企业基本注册信息、
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等，后者包括项目开发建设和项目
销售过程中依法依规行为情况。

据了解，检查活动开展期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
过公开举报邮箱 zjtfccjbts@126.com，主动接受群众
举报投诉。对群众的有效举报和投诉以及网络、报刊
等媒体曝光的违法违规行为，追加到检查名录，并交检
查组进行认真调查、快速处理、及时反馈。检查结束
后，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检查发现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当地
相关主管部门交办案件线索，当地主管部门可采取责
令限期改正、暂停网签和记入信用档案、实施联合惩
戒、典型案例公开曝光等方式，加大违法违规案件查处
力度，强化执法处罚的震慑作用。③9

房地产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启动

房企违法违规将被限制网签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奋勇争先

制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司马连竹）10月 22日，记者在位于南阳市
卧龙区的河南海宏科技公司生产车间见到，锂
电池从材料搅拌、涂布、分切，到电芯封装和注
液、分容等环节，实现了电极制作、电芯装配和
电池组装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该公司四条
生产线年产锂电池 9900万支，成为国内锂电
池行业的新生力量。

“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从零开始做到南阳最
大、在行业内拥有一席之地，秘诀就是把外来科
技人才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海宏科技董
事长徐海奇告诉记者，2018年10月，在南阳市、
卧龙区两级组织人才等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公
司和广东工业大学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引入该
校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高级工程师孙志鹏博
士及团队，双方在海宏科技共建高倍率锂离子
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研发高镍三元材
料、硅碳负极石墨烯掺杂导电剂等前沿新材料
在高性能锂离子蓄电池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化。

海宏科技和孙志鹏教授的深度合作，是卧
龙区和南阳市招才引智工作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南阳通过实施“诸葛英才计划”“龙腾行
动”，建立驻外人才工作站，开展技术研发、人
才培养，为当地企业进行产品升级、技术创新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③9

引智引来先进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