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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安排，我省将于11月 15日至11
月 30日开展 2020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考
核期间，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 3:00—
5:00受理监督举报，电话：0371—65919535。

特此公告。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5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 窦晓雪）近些年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
的问题日益凸显：一边是新上的项目急需用地，另一边是
一些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死滞”多年，占着的大量工业用地
长期闲置浪费。如何处置这些“僵尸企业”，进而提高土地
综合利用率、拓展项目落地空间？焦作市博爱县给出了他
们的答案。

去年以来，博爱县按照“做好减法、腾出空间、集约发
展、精心管理”的思路，深入摸排梳理“僵尸企业”闲置土
地，采取自身盘活、兼并重组、资产转让、二次招商等方式，
分类处置，推进“僵尸企业”闲置土地再开发再利用，加快
提升产业集聚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11月 19日，省政府第八督查组深入博爱县产业集聚
区，对博爱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进行调研督查。

督查组来到龙佰智能装备产业园，投资10亿元建设的
智能化矿山装备和化工装备项目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
但去年，这片工地上还只有一个长期停产的企业，土地已
闲置多年。

原来在这里的焦作市明祥纸业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因资金和技术问题停产。对这种长期停产的企业，博爱县
鼓励通过资产协议转让的方式盘活。2019年，博爱县积极
与上市公司龙蟒佰利联公司沟通对接，通过资产转让方式
过户土地资产，投资10亿元新建6万吨智能化矿山装备和
化工装备项目，打造龙佰智能装备产业园。

在博爱县，利用灵活方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的例子还
有不少。好友轮胎有限公司于2013年资金链断裂停产，博
爱县以租赁的形式重新启动全钢生产线，并通过多渠道招募
投资人；河南中轴中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部分厂房闲置，
通过出租的方式将 1.2万平方米厂房租赁给 4家中小微企
业，年收入约100万元；原本停产10年的卓诚环保公司闲置
了144亩土地，办公楼和厂房简单装修后成为宏源公司总投
资5.1亿元的年产180万套非道路车轮项目的厂址……

博爱县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打出了鼓励出租、司
法拍卖、资产转让、破产重整的“组合拳”，着力停产半停产企
业闲置资源资产盘活利用，实现“腾笼换鸟”、吐故纳新。

去年以来，博爱县累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2241亩、盘
活或部分盘活停产企业22家，盘活沉淀资产8.6亿元，实现
税收约 3亿元，形成了闲置土地盘活、“僵尸企业”退出、新
项目快速投产的三赢局面。③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11月 20日，省
政府专项督查组召开集中督查支持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政策落实情况省直部门座谈会。会议重点围绕省直有关
部门对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支持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重点
任务完成情况、出台支持政策和落实情况、洛阳副中心城
市建设省级权限下放情况进行座谈，并对集中督查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交办，着力推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

据悉，11月 16日至 19日，根据省政府统一安排，专项
督查组赴洛阳开展了为期4天的督查支持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政策落实情况。专项督查组在洛阳大数据产业园等
地，采取边走边看、一对一访谈和集中座谈相结合的形式，
详细听取了洛阳市当前遇到的专题问题和工作建议。

在当日的座谈会上，20个省直部门分别介绍了支持洛
阳副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完成情况，针对集中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明确整改措施。③5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1月 19日至20日，省委宣传部在汝州市召开全省“扫黄打
非”指挥系统暨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现场会。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突出
部署安排，把“扫黄打非”指挥系统暨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纳入全省宣传思想工作“八大工程”；突出站点建
设，建成“扫黄打非”工作机构、工作站及特殊行业联络站
等各类基层站点5万多个；突出融合提升，将其作为基层意
识形态督导检查内容，并纳入平安建设测评体系；突出发
挥作用，织密了覆盖城乡的“防护网”。

会议提出，要打破行政壁垒和条块束缚，把“扫黄打
非”工作开展与基层平安建设、精神文明创建以及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城乡社区治理等重大决策部署相
结合，借用平台、主动融入、相互推进，形成长效机制；要筹
建以“一个省中心、六个分中心”为基础的“扫黄打非”综合
指挥中心系统，整合全省各系统资源，实现反应迅速运转
高效、统一指挥和联合行动，提高我省“扫黄打非”工作信
息化、专业化、技术化水平；要在“扫黄打非”基层站点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基层站点建设的数字
化、社会化、效能化。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汝州市“扫黄打非”基
层站点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相关平台融合的
经验做法，信阳市、平顶山市、商丘市、南阳市、三门峡市、
濮阳市的相关同志作了大会发言。③6

2020省政府集中督查进行时

博爱：

盘活“僵尸企业”土地资源
激活存量资产

洛阳：

聚焦副中心城市建设
督查问题交办整改

努力实现“扫黄打非”基层站点
数字化社会化效能化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 月 20 日 6
时 55分，随着D55562次高速列车从郑
州站开出驶向太原南站，标志着郑太高
铁全线正式开始按图试运行。

郑太高铁位于河南省与山西省境
内，包括已开通运营的郑州至焦作段（即
郑州至焦作城际铁路）和新建焦作至太

原段，是国家规划建设“八纵八横”高铁
网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规
划的米字形铁路网西北方向的大动脉。

据介绍，郑州至太原全线按图试运
行，是按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
营条件下非载客运行，试验列车正晚点
数量、正点率，检验各系统和整体系统在

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
线路开通运营做好各项准备。

郑太高铁开通运营后，郑州至太原
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将压缩到2个多小
时，比普速列车节省9个多小时，对推动
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百姓便捷化出
行、促进人文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③4

郑太高铁全线按图试运行

2 小时吃上山西刀削面

近年来，中欧班列（郑州）“织线成

网”，目前已开通8条线路

●2013年7月 18日

中欧班列（郑州—汉堡）开行

●2017年8月21日

中欧班列（郑州—慕尼黑）开行

●2018年5月 18日

中欧班列(郑州)分支线路中亚班列(郑
州—阿拉木图/塔什干)开行

●2018年 10月24日

中欧班列（郑州）比利时线路开行

●2018年 12月7日

中欧班列（郑州）东盟线路开行

●2019年7月27日

中欧班列（郑州）俄罗斯莫斯科线路开行

●2020年 11月20日

中欧班列（郑州）芬兰线路开行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11月 20日上午 10时 40分，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一趟开往欧
洲的国际货运班列缓缓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驶出。与以往有所不同，这趟班列踏上
的是通向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新行程，也标志着中欧班列（郑州）芬兰线路首班顺利开行。

●一次性医用口罩、抗疫医疗器材、隔离衣、灯具、机电产品等

●此趟班列共搭载43组集装箱货物，总货重461吨、总货值 300万美元

●班列将于半个月后抵达赫尔辛基

●10月 12日，郑州至赫尔辛基定期客运航线正式开航，每周1班，打

“飞的”去芬兰只需9小时

●10月 29日，河南省政府、芬兰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豫芬交流
合作对接会在郑州召开，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率领芬兰驻北京商

会、上海诺基亚贝尔公司以及奥林、欧芬汇川、乐普森、通力电梯、

AFRY等25家企业负责人“组团”来豫，洽谈合作事宜

●11月 20日，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第四次来到河南。在班
列首发仪式上，他说：“我从未如此频繁来过中国的任何一个省
份，在疫情全球依旧肆虐的时刻，豫芬之间不断深化扩大合作成
果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一头是素有“波罗的海女儿”之称的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连着发达的北欧经济圈；一头是素有“中国

交通十字路口”之誉的中国郑州，连着活跃的东亚

经济圈

●赫尔辛基不仅是芬兰政治、经济、文化和商
业中心，同时也是芬兰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多式联
运综合交通枢纽，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波
罗的海、中国与北欧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支点

●中欧班列（郑州）芬兰线路是继德国汉
堡、慕尼黑以及比利时列日、俄罗斯莫斯科

线路之后，新增的第5条欧洲线路

●中欧班列（郑州）目的站城市的再
次扩容，逐步形成了班列进入欧洲大陆

之后的“扇形辐射”，进一步畅通了中

欧贸易通道

●3745班
总累计开行3745班
（2243班去程、1502班回程）

●155.5亿美元
总货值155.5亿美元

●202.04万吨
总货重202.04万吨

●985班
今年已开行 985 班（598 班去程、
387班回程），货值、货重大幅增长

●34.94亿美元
1—10 月份，开行 916 班（560 班去
程、356 班回程），累计货值 34.94
亿美元，累计货重59.1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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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班前往芬兰的班列上装了什么

客运航线开通后，豫芬合作再结硕果

取道赫尔辛基，打开欧洲“北大门”

全国梯队中
中欧班列（郑州）
持续领跑

中欧班列（郑州）
运行以来

中欧班列（郑州）
“大家族”

文字整理/王延辉 制图/单莉伟

郑州 太原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首班中欧班列（中国郑州—芬
兰赫尔辛基）踏上通向北欧的冰雪之
旅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郑太高铁全长428.9公里

●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

●线路途经焦作、长治、晋中、太原等地市

●开通后，郑州至太原只需2个多小时

●比普速列车节省9个多小时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河南
全面提升枢纽经济能级和
开放通道优势。郑州国
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文明介绍，
目前，此线路班列开
行频次为两周对开
一组，以后会稳步

加密至每周“去
一回一”。③6

新线路促“双循环”

凭借以上优势，中欧班列（郑州）

在全国63家开行班列中，持续

稳居“领跑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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