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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
地方巡礼

详见 09~15版

平顶山篇

本报讯（记者 张建
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张宏怡）两岸美景相
对 出 ，一 河 碧 水 润 鹰
城。暮春时节，漫步湛
河两岸，绿树成荫，花开
正艳。

而三个月前，一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平顶山如同全国
其他地方一样，万户闭
门，街巷空空。

战“疫”当前，平顶
山快速反应，第一时间
筑牢严密防线。在全省
率先开展前移核酸检测关口、率先推
行公安部门牵头做流调、率先实行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率先建立“七个一”
工作机制……一项项创新举措相继
启动，全力守护百姓生命健康。

疫情突如其来，但发展不能停
滞。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平顶山抢
时间、赶进度，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
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成立复工复产专班、
送出暖心“政策包”、派遣
驻企协调员……在复工
复产这场“大考”中，平顶
山坚守企业防控安全，坚
持分类指导、分区分级精
准施策，抓好用工保障、
运输保障以及防控措施
到位、防疫物资配备到
位，落实县（市、区）政府
的属地管理责任、市直有
关部门的行业主管责任
以及企业的主体责任三
项责任，全力破“难点”、
通“堵点”、接“断点”。

击鼓催征稳驭舟，奋楫争先逐春
潮。全方位“护航”下，平顶山的经济
社会发展快速“复苏”。今日，本报特
推出《“亮剑”——中原战“疫”地方巡
礼平顶山篇》，充分展示全市上下众
志成城、英勇战“疫”的精神风貌，汇
聚起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向着综合
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目
标奋力挺进。③9

“这几家公司全部是业内领先的企业，他们坚定‘看
多’，无疑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河南对外资的吸引力。”4月
27日，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全球食品饮料界的龙头企业，太古可口可乐将其
在中国区最大的一笔投资投向了河南。

今年3月底，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与郑州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就建设“郑州太古可口可乐扩容重
建智能化绿色工厂项目”成功签约。这是太古可口可乐第
三次投资河南，计划总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6亿元，建成后年
生产能力将达到23亿元。

同时，面对外部经济的不明朗形势，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
料有限公司通过“线上双选会”发出招聘公告，疫情期间继续公
司的人才培养。根据太古可口可乐的战略布局，该公司今年将
在全省多开9家省辖市仓库，比往年多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

“追加投资和加大招聘力度都是市场行为，也源于公司
在河南持续增长的业绩。”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徐永刚告诉记者，“作为最早进入河南的外资
企业之一，可口可乐20多年来销售收入持续增长。目前，郑
州太古可口可乐的产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 85%，销售收
入在太古可口可乐 14家运营公司中，为系统第一，截至目
前，已经领跑系统35天。”

2020年 4月，根据上一年员工绩效表现，太古可口可乐
全体员工涨薪不打折扣。在停工期间每日损失近千万元的
情况下，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给每位员工额外
发放888元开工红包。

“我们这样做，就是想把公司对河南的信心传导给全体
员工，也想让大家清楚，我们在河南的投资和经营是一个长
期行为。”徐永刚说。

同样是 3月底，丰攀仓储（新乡）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
册，这也标志着新加坡丰树平原新区现代仓储中心项目正
式落地。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新加坡淡马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丰树集团从 2011年在郑州经开区投资首家企业后，连续加
大在河南的布局力度，先后在洛阳、漯河、驻马店、开封等地
投资。（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4 月 28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国第一部保障农民
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将于今年5月 1日起施行，使根
治欠薪工作有法可依。

我省是农民工大省，2019年，全
省共立案办理工资类案件 4268 件，
为 4.36 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报酬
3.62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141件，向社
会公布重大欠薪案件 57件，列入欠
薪“黑名单”45个。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省建筑施工、房地产、批发零售、交
通运输、住宿餐饮、商务服务、居家服

务等行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存
在生产经营困难，拖欠农民工工资行
为可能会更加易发多发，根治欠薪工
作任务可能将更加艰巨繁重。今年一
季度，全省共立案办理工资类案件
179件，协调处理案件855件，为9342
名农民工追发工资报酬1.23亿元，向
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案件20件，向社会公布重大欠薪
案件7件、欠薪“黑名单”10个，欠薪案
件数、涉及人数和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了82.59%、47.75%、42.46%。

《条例》实施，为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加上一道“安全阀”，我省将认真
落实《条例》，确保实现国家根治欠薪
工作目标。③3

（详见04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张海涛 刘亚
辉 李点）4月 28日，我省举行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观摩活动，由省领导带队分
4组对部分县（市）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现
场观摩。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
省政协主席刘伟等参加观摩活动。

王国生等省领导带领第一组，对洛
阳市新安县、焦作市孟州市、郑州市巩
义市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观摩。每
到一处，观摩组走进企业车间、研发中
心、孵化园区、项目施工现场，听取情况
汇报，了解经验做法，交流心得体会。
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培育了装备制
造和新材料生产两大产业集群，科技创
新成效明显、带动发展能力突出。王国
生一行观摩了卡勒幅高端医疗器械、东
大科技产业园、爱科麦钨钼新材料及精
深加工、德野房车等项目，指出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跳出惯性思维、打破
路径依赖，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
技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以新观念引领
高质量发展。孟州市产业集聚区产业
集群规模优势突出，对外开放程度较
高，拥有B型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
平台、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等多个对外开
放平台。观摩组调研了解河南德众保
税物流中心、皓泽电子信息产业园、中
原内配智能生产线升级改造、御捷新能
源电动车等项目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
打开开放大门，对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
链，在更大范围内利用资源要素，在融
入国际大市场中赢得发展空间。巩义
市产业集聚区是全国最大的铝板带箔
加工基地，集聚效应好、产品门类多、研
发能力强。王国生一行现场观摩明泰
铝业高精度铝箔和智能仓库、标兵新材

料超级易拉盖、众赢铝箔铝制餐盒、新
昌电工科技高性能铜材等项目，指出要
紧紧抓住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机遇，谋划
好未来一个时期的主导产业发展，一个
产业一个规划、一套政策、一个专班，持
之以恒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打造县域经
济竞争新优势。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观
摩找准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感受了时不我待的发展态势，提振了奋
勇争先的决心信心。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县域治理“三起来”重要指示精
神为根本遵循，把握机遇、加压奋进，以
更新观念、更大气魄、更实举措在新起
点上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尹弘等省领导带领第二组，观摩
了商丘市睢县、民权县和开封市兰考
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睢县积极承
接产业转移，把制鞋培育成为带动全
县发展的主导产业。尹弘一行观摩嘉
鸿鞋业、足力健制鞋产业园和河南省
精密机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项
目，指出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加大开
放力度，坚持诚信招商，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吸纳群众就
近就地就业，实现产业强、百姓富。民
权县挖掘原有制冷专业人才和技术优
势，因势而为全力打造“中国冷谷”，知
名制冷企业纷纷进驻。在国家冷冻冷
藏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澳柯玛智
慧冷链工业园、永耀缘成（商丘）公司，
尹弘一行详细了解企业研发生产情
况，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智能化
改造，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提高产品附
加值，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兰
考县产业集聚区坚持全产业链发展，

形成了品牌家居、绿色畜牧、循环经济
三个主导产业。尹弘一行观摩了恒大
索菲亚家居、鼎丰木业、格林美循环经
济园区、晓鸣农牧、富士康科技园，详
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和销售情况，
指出要通过龙头企业引领，形成集聚
效应，打造链条完整、功能完善的产业
体系，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观摩
中，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深入践行
县域治理“三起来”重要指示精神，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壮大实
体经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就会越走越宽广。

刘伟等省领导带领第三组，对安
阳市汤阴县、鹤壁市淇县、新乡市长垣
市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观摩。近年
来，今麦郎、嘉士利、安井食品、众兴菌
业等食品医药龙头企业，相继在汤阴
县落地生根，在富民强县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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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第一组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第三组

特色经济的魅力和活力

第二组

新起点上再出发

第四组

“二次创业”打造新优势

□本报记者 蔡迅翔 摄影报道

4月 28日，在焦作市孟州市中原内配智能生产线，工作人员正在生
产作业。该企业气缸套产销量世界第一，国际市场占有率超 15%，国内
市场占有率超45%。⑨6

▲忙碌的生产线 ▶工人作业

4 月 28 日，郑
州市龙湖畔，郑州
市老年骑协的队
员们正在骑行锻
炼。近日，天气宜
人，市民积极运动
健身，乐享健康生
活。⑨ 6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爱运动
享健康

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观摩活动侧记

你关心的政法便民举措详解在这里
4月28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服务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中心工

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推出2020年爱民实践服务承诺，共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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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头青！征名的小鸭子有名啦
前几天，本报在纸媒和各新媒体平台为我省一只小鸭子征名

作为国内首例经人工辅助出生的青头潜鸭

为它征名的消息一经发出便引来网友留言无数

0
4

─
要
闻

深耕“智造”

02│要闻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困难，也让部分境外投

资者的观望心态有所加重。但是，受益于我省巨

大的市场潜力、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近期，太

古可口可乐公司、新加坡丰树集团以及德国欧绿

保集团等对在豫投资、经营表示了极强的信心，

并且持续追加投资，扩大在豫“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