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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胡
晓军）1月 4日，河南省人民医院豫
东分院在民权县人民医院揭牌。这
是省人民医院探索建立跨区域紧密
深度融合医联体、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再次迈出坚实步伐。

副省长、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
出席仪式。

去年 8 月，省人民医院与民权
县政府建立托管民权县人民医院的
合作，积极落实国家分级诊疗制度
和医疗对口帮扶政策。此次揭牌仪
式过后，省人民医院将充分发挥省

级龙头医院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民
权县人民医院提供全方位的帮扶，
努力打造一批重点专科和特色专
业，培养一支技术精、医德高的人才
队伍，建立一揽子制度体系和流程
规范，全面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
使医院真正成为县域医学中心、县
域医共体的“排头兵”，为当地及周
边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安全、便捷的
医疗健康服务。

此前，省人民医院已在新蔡县、
叶县分别成立河南省人民医院豫东
南分院、豫西南分院。③4

本报讯（记者 卢松）“2020年，
接受和发放捐赠款物均突破 9 亿
元，救助和帮扶困难群众 22万余人
次。”这是 1月 5日从河南省慈善总
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暨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传来
的好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慈善总
会迅速启动“防控疫情、共克时艰”慈
善项目，开通“24小时募捐热线”，开
启线上线下募捐通道，共接收社会捐
赠抗疫款物2.3亿元，及时把社会捐
赠款物和采购的口罩、防护服等应急
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对支援全省
各地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聚焦脱贫攻坚，省慈善总会发挥
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为困难群
体兜底保障作出积极贡献。其中，动
员爱心企业积极捐款捐物，开展产业
扶贫，帮扶卢氏县等贫困地区困难群
众脱贫致富。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

实施药品援助项目，发放国际援助药
品价值2.89亿元，救助白血病、肺癌、
肝癌等大病患者 22350人次。实施

“益路童行——关爱困境儿童项目”，
探索帮扶救助困境儿童的慈善模式，
救助困境儿童1765名。

网络募捐成为慈善公益新趋
势。省慈善总会2020年共发起项目
770个，募集资金 4437万元；“99公
益日”三天（2020年9月7日至9日），
联合全省179家市县慈善会、公益机
构和志愿者团队，共计筹募善款 2.5
亿元。③5

河南省人民医院豫东分院揭牌

去年省慈善总会
救助困难群众22万余人次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月 5日上午，寒风凛冽。在鹤
壁市淇滨区钜桥镇“童乐园”儿童之
家，室内暖意融融，不时传出笑声。

“快要过春节了，孩子们，你们
想不想爸爸妈妈？”儿童之家负责人
刘鸿鹏问。“想！”十余名留守儿童举
着小手说。“今天咱们和爸爸妈妈微
信 视 频 通 话 ，说 说 自 己 的‘ 小 心
事’！”刘鸿鹏大声说。

8岁小男孩姬润涵的父母在深圳
打工，他跟着奶奶在家乡生活。姬润
涵第一个进行微信视频，看到妈妈
后，他突然哭了起来，“妈妈，我想你。”

“宝贝，别哭，妈妈过年就回家
了，还有一个多月。”姬润涵的妈妈
安慰道。当得知妈妈给他准备了过
年礼物时，小润涵破涕为笑。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身边，
陪我长大！”11岁的靳丰歌在视频通
话中向妈妈说出自己的“心事”。

记者了解到，靳丰歌的父母在新
加坡一家企业打工，她有快一年没有

见到父母了。“爸爸妈妈到那么远的
地方打工赚钱，他们很辛苦！”说这话
时，靳丰歌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钜桥镇钜桥村的留守儿童有
100多名，由于与父母聚少离多，不少
孩子心理封闭、‘亲情饥渴’、缺乏自
信、情感脆弱。”刘鸿鹏说，“我们把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工作重
点之一，让孩子们感受亲情的温暖。”

为了给留守儿童更多的情感关
照，刘鸿鹏联合淇滨区同心圆社工服
务站社工，在儿童之家开设“四点半课
堂”，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课业
辅导……为村里9名心智障碍儿童提
供日间照料和社区特教等托管服务。

“心理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最需
要关注的问题，留守儿童存在严重‘亲
情饥渴’。每年开家长会，我们都会给
父母提建议，最好留一名家长在孩子
身边，而不是全都出去打工。”刘鸿鹏
说，“还有很多孩子没有摆脱亲情缺
失的困扰，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爱心力
量加入关爱留守儿童的队伍，让我们
用大爱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③5

留守儿童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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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梁展

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最后一
笔”——郑济高铁（河南段）正在加紧
建设中。

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小李庄焊轨基地，偌大的成品台
上，一摞摞钢轨呈“品”字形叠放，现
场作业人员手持对讲机，协同指挥
36 台龙门吊，将最上层的钢轨稳稳

“抓起”，吊运到一旁的“敞篷”火车
上……1月 1日元旦假期，小李庄焊
轨基地繁忙依旧。

始建于 1965年的小李庄焊轨基
地，是全国铁路 16家焊轨基地之一，
承担着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高速、普
速运营线以及全国高铁工程线的钢
轨焊接任务。根据生产计划，这里陆
续要为郑济高铁（河南段）供轨 410
余公里。

“长轨运输车是由平板列车改造
而成，编组 45辆，每节车长近 15米，
足够装下500米长的无缝钢轨。”郑州

工务机械段轨料运输车间主任宋仲喜
介绍，现阶段我国铁路基建钢轨标准
长 500米，是由 5根百米钢轨焊接而
成。与普通焊接技术不同，这种焊接
生产要经过除锈、焊接、热处理、探伤
等14道工序。焊接完成后，这些500
米长的标准轨便“乘坐”长轨运输车，
到230余公里外的濮阳郑济高铁存轨
基地，准备“献身”郑济高铁。

钢轨运输并非一站直达，作业人
员经常要遵照调度命令在沿途车站待

避往来列车，往往百余公里的路程要
走上几天。途中，他们要紧盯钢轨的
锁定状态，严防钢轨挤压和窜动等情
况发生；一旦沿途停靠，还要对车辆进
行全面“体检”，以进一步确保运输安
全。作为车间负责人，宋仲喜每月至
少要跟车六七趟，最长的一次超过一
个月。2008年以来，他已经累计为京
广、徐兰、郑万、郑合、郑太等高铁线路
运输无缝钢轨3200多公里，可谓河南
米字形高铁网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月 2日傍晚，经过一天多的长
途跋涉，这批总长度 28 公里的无缝
钢轨被稳稳交付到郑济高铁建设者
手中。然而，宋仲喜的工作并没有结
束，他还要组织人员连夜卸轨，整个
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

据了解，郑济高铁是河南省与山
东省规划建设的一条高速铁路干线，
起自郑州东站，止于济南西站。该线
路开通运营后，以郑州为中心，河南
将形成纵横通达、辐射八方的米字形
高铁网络。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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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5日，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省委省
政府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 20条
改革措施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据介绍，河南民营企业贡献了
接近90%的税收、50%以上的生产
总值、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
成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的重要力量。但当前发展环
境错综复杂，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民营企业发展也面临
着困难和问题。

良好的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
的重要基础。作为省委省政府首
个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意见》积极提出管用有效
的创新性举措，打破各种各样的

“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为民
营企业发展“解渴”“输血”。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方面，推动营商环境评价向县级
延伸，全面落实评价结果“三挂钩”
奖惩政策；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不
得对民营企业设置准入条件。

——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
境方面，推广无还本续贷模式，建
立无还本续贷企业名单制度，提高
无还本续贷笔数及金额占比；依法
依规支持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人或股东发行“基金债”，在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打造“基金
板”。

——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
境方面，对经营失败无偿债能力但
无故意规避执行情形的民营企业
家，及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
除；对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
的，及时屏蔽失信信息，恢复民营
企业家信用。

——鼓励民企创新转型、健康

发展，促进亲清政商关系形成方
面，支持科研人员按规定在高校、
科研院所和民营企业间双向兼职；
研究支持改革发展标杆民营企业
和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民营企业最大的心愿，就是有
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包容的政
策环境。《意见》政策措施突出问题
导向，有针对性地回应民营企业家
的关切，切中企业发展的痛点难
点，进一步夯实促进公平竞争的制
度根基，让民营企业再次吃下了

“定心丸”。河南纳食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研表示，这充分证
明了省委省政府把民营企业当成

“自己人”。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力。“我

们会加强对文件落实情况的跟踪
问效，让有含金量的措施实实在在
落地见效，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③9

省委省政府出台首个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文件——

20条措施助力民企“冲锋”

亿元

2.3
疫 情 发 生 以
来，共接收社
会捐赠抗疫款
物 2.3 亿 元 ，
支援全省各地
疫情防控

□栾姗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
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必
须要做强实体经济，不能‘脱实向虚’。要虚
实结合，以实为基础。”这就要求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时，精准把握虚与实的平衡。

“十三五”期间，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原
证券的发展给予充分正确指导，在“以实为基
础”的前提下做到“虚实结合”，实现金融防风
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
尤其是过去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中原证券以党建高质量推动发展高
质量，充分发挥投行、投资、四板及科创基金
等专业优势，全力支持河南企业复工复产加
快发展，努力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取
得了明显成效。此举也折射出中原证券和河
南高质量发展的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

刚刚闭幕的中共河南省委十届十二次全
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到二〇三五年基本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远景目标。其中，

“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推动成熟企业挂牌上
市”成为 2021年“着力稳定经济增长，巩固回
稳向好发展态势”重点工作的举措之一，力争
开好局起好步。中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
菅明军说：“2035年远景目标，蕴含着强大的
感召力和引领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鼓舞、
给人以力量，我们要在识变应变求变中育先
机开新局。”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要善于
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
遇，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在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中原证券始终坚持在“两个高
质量”的前提下谋划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
省委和省政府的部署安排，坚守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本源，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需要
精准处理好收与放的关系。

面临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特别是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要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没有一点胆量和魄力是不
行的。

作为企业，金融机构回避风险本无可厚
非，但中原证券作为河南唯一一家法人券商，
在实体经济面临困难、需要输血的情况下，充
分发挥资本市场专业优势，精准处理好收与
放的关系，通过出资购买本土企业债券、投资
入股和推进兼并重组等方式，有力支持了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森源电气等实体企业的
深化改革和稳定发展，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更重
在精准“出牌”。

顺应发展大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准
确把握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发展的优势和机
遇，创新正在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驱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创新是中原证券上下的普

遍共识和自觉行动。中原证券重点投资的濮
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其自主研发
的非光气聚碳酸酯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填补了河南化工新材料领域的空白，实现向
高端化工新材料的技术跨越。近日，濮阳市
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又与中石油达成战
略合作，势必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精准
有效防范风险也十分重要。

金融行业是高风险行业，对金融业存在
的风险点，做到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
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在中国证监会公布的 2020 年分类评价
结果中，中原证券被评为A类A级，合规风控
层面再度跻身全国证券公司第一方阵。定增
圆满完成和重回 A类券商，表明中原证券的
综合实力和专业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和认

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我省资本市场建设和
实体经济发展。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将各
得其所、相得益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提供动力。反过来，实体经济蓬勃发
展，也会促进金融业更好发展。

挂牌上市是最好的转型。毋庸置疑，企
业进入资本市场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
破解资金这一要素制约。中原证券已完成我
省上市公司城发环境配股等 5个股权承销类
项目，特别是保荐的郑州百川环能等8个 IPO
项目成功通过上市审核，创中原证券成立以
来投行保荐承销项目过会最好成绩，有力支
持了我省企业上市融资。

资本市场和经济运行都是在曲折中前行，
但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全局——金融血脉畅通，
经济肌体强健。两者相辅相成，河南发展动力
必将澎湃。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中原证券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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