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樊霞 实习生 屈悟凡）记者 8月 5日
从省政府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切实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缓解小微企业和“三
农”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我省近日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和

“三农”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加

强市、县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建设，做优省直专业性融
资担保机构，同时充分发挥省再担保机构作用。在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管理上，按照“减量提质”要求，市、县
级政府原则上只保留 1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资不
抵债、失去功能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妥善化解风险。

按照《实施意见》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坚持做
好主业，聚焦支小支农，重点支持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
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确保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达80%以上。

为构建可持续的银担合作机制，《实施意见》提出，要
明确风险分担责任，由省再担保机构牵头推动与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对总”合作，建立三
方2∶6∶2的风险分担机制。同时，清理规范收费，除银团
贷款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对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
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微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
咨询费等费用。除担保费外，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
构不得以保证金、承诺费、咨询费、顾问费、注册费、资料
费等名义收取费用，避免加重企业负担。

为强化落实激励政策和监管考核制度，《实施意见》
还提出要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完善代偿补偿机制、业务
奖补机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建立
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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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近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
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 2020年“雷霆 6号”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收官之年取
得全胜。行动持续至9月20日。

此次行动充分发挥“雷霆行动”打击犯罪的牵引作
用，以合成战、整体战为主要措施，以集中统一行动为主
要方式，重点打击涉黑恶犯罪、“套路贷”犯罪、涉互联网
犯罪、追捕涉黑恶逃犯，实施对涉黑恶犯罪的整体打击、
规模打击、精准打击。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围绕目标案件、逃犯
和线索，立即开展情报收集和分析研判，结合实际，制订
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责任，细化行动措施，集中优势警
力，加强警种联动和部门协作，开展破案攻坚和集中收
网，打出声威、形成震慑。

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运用各种侦查手段，有
关警种密切协作，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力争一网打尽。对
黑恶势力可能隐藏、转移资产的地方和人员全面调查摸
底，查扣财产和收网行动同步进行，穷尽查封、扣押、冻结、
追缴、没收等一切手段，全面、彻底地摧毁黑恶势力的经
济基础。对每起黑恶案件都深挖彻查背后的“保护伞”线
索，及时移交同级纪委监委。主动加强与纪委监委的沟
通，同步查证涉黑恶腐败问题和与黑恶势力共同犯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格落实案件侦办责
任制，加强专案力量，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力推进。③9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之甜）“6月 29日拿到地，7月 6日就
拿到了施工许可证！”近日，在安阳市民之
家，吾悦广场安阳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刘东凯
连连感叹。前段时间，听说安阳市有一个项
目从拿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只用了 23天，
他还有点不敢相信。“总共才 7天！现在政
府办事效率就是一个字，快！”他说。

这样的效率，得益于安阳市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工改”）。今年
以来，该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打破部门边界，让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流程再造”，审批环节“减无可减”。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主要是立项用
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

工验收四个阶段。以往，各部门对项目建
设条件要求不统一，缺乏统筹协调机制，而
建筑工程项目审批涉及发改、规划、消防、
环保等多个部门，程序复杂，企业办事既不
便，又费时。

“建设工程审批事项以前是互为前置、
串联审批，顺利的话全流程、全覆盖的审批
时间也要 100天。”安阳市住建局审批服务
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李海丽坦言。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砍要件、压时限、
改串联为并联！

今年年初开始，安阳市工改办主要领
导及相关人员走访企业、征求承接单位意
见、全方位摸底调研，提出将工程建设类项
目审批时限由 100 个工作日压减到 50 个
工作日以内，比全省要求的 100 个工作日
缩短一半。

“一下砍一半，人人都没底，我们就把碧
桂园云顶项目作为试点，看看到底能不能完

成。”李海丽说。
有了具体项目为实操案例，安阳市工改

办把审批过程涉及的住建、发改、自然资源
和规划、人防等部门系统全部打通，改“串联
审批”为“并联审批、联合审验”，避免手续来
回跑、材料反复交。同时，推行告知承诺制
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项目依法依
规建设。5月 11 日，该项目取得施工许可
证，整个过程用了23个工作日。

随后，他们又根据实操案例，制作出一
张通用版的时间分解表，即社会投资项目从
获得土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全流程图。
记者看到，一张A3大小的纸上，布满密密麻
麻的小格。横轴为天数，共75个，代表一般
企业从拿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总用时为 75
天。竖轴为27个必办事项。表格里红、蓝、
黄、绿等7种颜色，代表不同事项时长。

“红色为审批用时，蓝色为政府非审批
用时，有的日期下面有几种颜色，代表这几

个事项可以同时进行……”李海丽说，为制
作这个时间表，开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协调
会，修改了十几次。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今年 6月，为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安阳市
进一步缩短审批时长，探索“拿地即开工”模
式。他们创新分段办理施工许可证，为符合
一定条件的企业，办理地下结构部分施工许
可证，允许企业先行开工进行基础工程建
设，真正打通政府审批“最后一公里”。

前不久，该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不见面审批，运用“互联网+政
务服务”，实现审批全程电子化、电子签章、
电子证照。7月 9日，建业城项目就在安阳
拿到了全省首个电子证照。

“用审批的‘减法’换来发展‘加法’，目
的是让群众办事更方便，让投资者信心更
足，让安阳的营商环境更好。”安阳市主要负
责人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下载一部8GB的
蓝光高清电影需要多长时间？在新乡，使用
千兆宽带最快只需 1分 6秒！换句话说，泡
杯茶的工夫就能下载好几部超高清电影，“秒
传”“秒下”不再是梦。

8月5日上午，我省首个“精品千兆城市”
发布会在新乡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在 5G 网络连续覆盖的基础上，新乡在全省
率先完成全域千兆小区接入服务，实现室外
5G千兆、室内宽带千兆无缝衔接，成为全省
首个实现“5G+宽带”网速“双千兆”的城市，
同时也是全省首批六个之一、全国五十个之
一的“精品千兆城市”。

截至目前，新乡市已建设开通5G基站714
个，实现市区主城区、一般城区、长垣城区连续
覆盖以及各县重点区域及重要行业应用场景按
需覆盖，并打造新乡化纤5G+AGV自动运输等
9个行业典型应用，服务5G客户超40万。

千兆宽带接入能力的实现，是我省新基
建迈出坚实步伐的重要标志，也是“数字河
南”建设取得的又一成果。据了解，我省的

“双千兆”不仅是“双”，还包括河南移动打造
的千兆 5G、千兆宽带、千兆 Wi-Fi、千兆应
用、千兆服务的“全千兆”整体解决方案，从上
网体验到内容生态，将为我省千万家庭构建
远程办公、网上课堂、休闲娱乐等一站式智慧
家居体系，不出家门便可享受千兆网络带来
的酣畅体验。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记者从8月4日召开的2020
年洛阳第二次地企合作会议上获悉，洛阳搭建地企双方
对接合作平台再结硕果，签约大数据相关产业合作项目
30个，总投资43.67亿元。

据了解，本次会议以“建好平台聚企业，加快融合重
应用”为主题，聚焦大数据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带动全市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本次会议以主、分会场结合模式进行网络签约。主
会场签约 3个项目，包括洛阳中基华夏医药服务产业园
管理有限公司与宜阳县合作投资3亿元的医药产业大数
据处理中心、河南云数谷科技有限公司与老城区合作投
资 2亿元的“一带一路”文化数贸港、河南科技大学与国
创（洛阳）轴承合作投资1.3亿元的轴承等零部件行业数
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等。其余 27个项目分别在 17个县
（市、区）分会场集中签约。

洛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洛阳将围绕加
快建设副中心城市、致力打造增长极，构建大服务、大对
接、大合作、大改革、大发展的地企合作格局，持续扩大
地企合作成果。③3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韩申国 戴丹华

当兵 21年，先后转岗十余次，圆满完
成国庆阅兵任务2次，出色执行维和任务2
次，“逆行”武汉连续奋战71天，成为“一线
抗疫英雄谱”中唯一的士兵代表……肩扛
3道粗拐的老兵张鹏飞“战绩”惊人，用忠
诚书写了一次次最美“出征”。

张鹏飞是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参
谋，也是有二级军士长军衔的高级士官。
2009年至 2011年，军事素质过硬的他曾
两赴非洲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负责警卫
工作，为医疗分队“保驾护航”。由于表现
出色，他还受到联合国苏丹二战区领导和
维和部队各级的肯定与表扬。

不过，说起自己的经历，张鹏飞觉得能
参加 2015 年 9月 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大会更让他热血沸腾。

当天上午，伴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歌》，“刘老庄连”英模部队徒步方队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广场。
张鹏飞就是其中一员。

“接到阅兵训练任务时，我已经服役第
16年了。有战友劝我，说我年龄大又受过伤，
何必去受那个罪。可我觉得这个机会不能
丢，不能让军旅生涯留下遗憾。”张鹏飞说。

于是，训练场上就多了一个“拼命三
郎”。除了完成方队每天12小时左右的训
练任务，张鹏飞还主动给自己“开小灶”。
训练时，他在腿上绑上3公斤重的沙袋；午
休时，经常贴着墙根站在砖上练军姿；熄灯
后，他又偷偷溜进器材室，把T形架别在腰
上，对着镜子练军姿、纠正动作……

汗水没有白流。张鹏飞先后被阅兵联
合指挥部评为“阅兵训练标兵”，被方队评为

“优秀教练班长”“新时期刘老庄连82勇士”。
时隔4年，2019年 5月，张鹏飞又接到

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任务，以后勤保障方
队教练员的身份，负责将军校官领队训

练。这次“出征”，他同样不负众望，通过严
格地训、纠、抠、考，让方队排面训练成绩突
飞猛进，多次排名第一。

今年春节临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张鹏飞继续“出征”。

2月2日，军队接管火神山医院。在火
神山医院担任洗消分队分队长的张鹏飞，需
要带领队员对院内的角角落落进行洗消。

张鹏飞将负责的数万平方米洗消区
域，划分为1个洗消站、2个消毒岗、3个消
毒区、21个洗消点，确保人员车辆进出有
序，洗消无死角。

每天早晨，他都要和 9名洗消队员编
成5个战“疫”小组，对300余台车辆、1000
余人次进行严格洗消。

“把所有门把手、传递窗等按流程再人
工擦拭消毒一次。”虽然有智能消杀机器人
的帮助，但张鹏飞总是要做得再保险一些。

每消杀一次医务通道，穿着厚厚防护
服的张鹏飞，都要背着装有25升药水的喷
雾器，挥动手臂 2600次以上，体力消耗不
亚于跑10公里。而这样的工作，他和队员
们每天至少干 2次，且整整坚持了 71天。
他说：“我们多洗消一遍，医护人员被感染
的风险就会减少一分。”③6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摄影报道

8月 4日，记者走进鹤壁市淇
滨区海棠书巷，这条以“海棠花”
命名的巷子如今弥漫着浓浓的书
香。结合全市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黎阳路街道整合多方
资源，对海棠书巷两侧楼院建筑
和沿街商户等进行提质改造，以

“海棠花开、书香四溢”为主题，打
造了一条弥漫着文化气息的海棠
书巷，海棠书巷全长423米，旨在
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提升市
民的文明素养。⑨6

安阳推进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用审批“减法”换来发展“加法”

新乡率先进入
“双千兆时代” 决胜扫黑除恶收官年

开展“雷霆6号”行动
向涉黑涉恶犯罪发起新一轮攻势

洛阳地企合作再结硕果

30个大数据项目签约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基层亮点连连看

我省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出实招重点支小支农

张鹏飞张鹏飞：：用忠诚书写最美用忠诚书写最美““出征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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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飞给洗消队员交代注意事
项。⑨3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