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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消退后，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已成为鹤壁市当前的首要任务，灾后重建怎么
建？洪利民介绍，在灾后重建方面，该市明确了总体目标和分段目标——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8月 24日，郑州市政府
办公厅发布《郑州市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复工复产二十
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以硬举措助力企业跑出灾后重
建“加速度”。

支持企业维修生产设备。受灾企业对生产、检验、检
测等受淹设备组织维修的，按照实际发生维修费用的
30%给予补助，规上企业单户补助不超过 500万元，规
下企业单户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实施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改造，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实际

投资额30%的比例给予后补助，鼓励企业不断提升
技术水平。

支持企业修复重建生产场所和建筑设施。
企业生产场所及辅助建筑、设施受淹需要修复或
重建的，按照修复或重建实际发生费用的 20%
给予补助，规上企业单户补助不超过500万元，
规下企业单户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支持电力生产保障。从8月 12日起到9月
1日，对燃煤统调电厂运行机组按照平均发电负
荷，给予每千瓦5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新启动运
行机组按照平均发电负荷，给予每千瓦每天 1
元补助。

支持商贸流通文旅企业重建。对受灾严
重的大型商场超市和文旅企业，支持其更换或
维修受损的仓储物流及娱乐等设施设备，所产
生的实际费用，按照50%的比例给予补助，大型
商场超市单户补助不超过100万元，文旅企业单
户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支持农贸商贸市场恢复重建和改造。全市
138家农贸市场和159家专业市场按受灾情况和
重建改扩建情况，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或 10
万元补助。

支持连锁零售门店和个体工商户恢复经营。
对因灾造成经营困难、停产停业的连锁零售门店及
个体工商户，对其经营成本（房租、水费、电费、气费）
进行补助，支持其恢复生产经营活动，单户补助不超过
1万元。

减免企业房租。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且受灾
情影响不能正常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停业期

间房租按照“一免两减”执行，具体为全免 8月份租金，减半
征收9月份、10月份房租。顺延房地产项目交付期限，顺延期

限不超过3个月。
在金融、信贷及税费方面，《措施》提出，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对受灾

严重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发放30万元以下免抵押、免担
保的信用贷款；实行银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并免收罚息。
《措施》特别提出加快清理政府欠款，对政府拖欠企业特别是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的款项，要多方筹措资金，加快偿还进度，确保在9月底前
全部清偿到位。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农田水利设施是促进农业发
展、保障粮食丰收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 24日记者了解
到，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管
理，明确管理责任，打通保丰收的田间“毛细血管”。

《意见》明确，对使用财政资金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
包括机井、泵站、塘堰坝、高低压电力设施等进行精准管
理，做到管护有人员、有资金、有制度、有监督，实现设施
管用、群众满意、长期受益。《意见》要求，要实行井长制、
设立管护员、确定维修员等，确保责任精准到人，一旦出
了问题可实现精准解决。同时通过加大财政保障、合理
收取水费、拓宽筹资渠道、严格资金管理等手段，确保管
护农田水利设施“不差钱”“不乱花钱”。

《意见》提倡依托用水协会、委托经营主体、鼓励市场
主体参与等创新方式解决设施管护问题。明确政府主
责、强化村级责任，为每一个农田水利设施建好“健康档
案”，做好定期“体检”，确保春耕、秋种等关键时期用得
上，不掉链子。

《意见》还明确，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应用物联网
数字技术，在线管理机井等设施档案，实时监测运行状
况，以“一张图”“一张网”“一个平台”为基础，增强监管能
力，提高管护效能。③7

我省出台意见

让农田水利设施
“有人建也有人管”

郑州出台惠企“政策包”
20条措施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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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助万企 我们在行动

8月 24日，永城市闽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绿草如茵，一幅绿色工厂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近年来，该企业投资10余亿元，实施了全工序、全过程的节能环保升级和循环经济技术改
造，努力做到企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⑨6 孙海峰 摄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8月 2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系列

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鹤壁市灾后重建工作，并就群众关心

的问题答记者问。

灾情发生以后，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备受
社会关注。鹤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洪利民
介绍，该市坚持“退水一村、清淤一村、消杀防
疫一村、房屋评估一村、安全检查一村、群众返
回一村”的原则组织受灾群众稳妥有序回迁，
目前 9.2万户、37.4万名转移群众已经回迁 8.5
万户、34.4 万名，剩余人员通过投亲靠友等方
式妥善安置。

“对尚不完全具备回迁条件的受灾
村庄，我们实施暂时封闭管理，确保危
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并集中力量推进
村民住房修复重建，确保11月底前完成。”
洪利民介绍，他们还将受灾村庄恢复重建
与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充
分征求专家意见，尊重群众意愿，高标准编制
受灾村庄重建规划，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谋划梳理重建项目

鹤壁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蔺其军
介绍，当前鹤壁正积极谋划重建项目，紧抓项
目复工复建，最大限度减少灾情对项目建设的
影响。围绕城乡防汛救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的不足和短板，该市在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方面
谋划项目210个、总投资560.6亿元，在灾后恢
复重建方面谋划项目 845个、总投资 895.7 亿
元，并全力推进总投资超860亿元的蓄滞洪区
防洪蓄洪退洪能力提升、城市排洪行洪能力提

升等6大抗洪防灾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据了解，为争取短时间内让大量重建项

目快速启动，鹤壁市开辟政务服务“绿色通
道”，对灾后重建项目实行“特事特办、即来即
办”，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最大限度缩短审批时
间，并制定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实
施办法，实现一般性企业开工前审批时间压
减至40个工作日以内、开发区内项目“事项
全承诺、拿地即开工”。

稳步有序重建家园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各类水利设施隐患排查和除
险加固尽快完成，确保安全度汛；灾后1个月内完成受损的重要市
政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维修抢通任务。

3个月内完成交通、水利、气象、电力、通信、市政等基础
设施，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修复，城乡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力争1年内全市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
展恢复到灾前水平，2至3年内浚县、淇县重
点河流和水利设施蓄洪排涝能力全面
改善，全市重大设施应对风险能
力显著增强，防灾减灾、应
急管理体系更加健
全。③9

坚持防汛救灾标准、全年发展目标、经济工作重点、高质量发展方向“四个
不变”，努力实现“防洪零伤亡、防疫零感染、经济保增长、社会保稳定”。

总体目标

分段目标

绿色之变绿色之变

□本报记者 孔学姣

“我们公司拥有专利 26 项，本次
质押专利 13 项，成功办理贷款 1600
万元，还累计争取到省级专利贷款贴
息 43万元。目前贷款和补贴资金均
已到账。”8月 24日，位于漯河市的河
南恒瑞淀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高明谦兴奋地说。

恒瑞淀粉是一家专业变性淀粉生
产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
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产品涵盖食品、
医药等多个领域。今年该公司扩大生
产规模，急需资金支付设备款和购进
原材料。

漯河市市场监管局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安排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
开展跟踪帮扶，帮助企业同银行、评估
机构对接协调，最终通过专利质押，企
业成功获得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像恒瑞淀粉这样把知识产权“变
现”的企业，在漯河不在少数。“万人助万
企”活动开展以来，漯河市市场监管局知
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以知识产权与金
融融合发展为导向，实地走访中小微企
业43家，了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安
排专人跟踪对接，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过程中的专利评估、银行对接、融资奖补
等环节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的
数据，今年上半年，漯河共帮助 16家
中小微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获得融

资9790万元。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够为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打破融
资掣肘。但由于知识产权的存续状态
在时间、空间上均有法律界限的范围，
一旦超出范围即失效。即使在权利存
续期内，知识产权的价值和变现能力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推进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面临一定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漯河市在全省率先
推出对金融机构的奖补措施，激励金融
机构独立使用知识产权质押方式给企
业发放贷款，担保、评估、保险等融资服
务机构单笔最高可享受3万元补贴，金
融部门独立使用知识产权质押方式为
企业发放贷款的，最高可享受发放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额不超过2%的奖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采用了
‘政府﹢企业﹢中介﹢银行’的模式。”漯
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炜介绍，该局
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面向全市征集
有质押融资需求的企业，择优向金融
机构进行专利项目推荐。随后，无形
资产评估机构进驻企业进行风险尽职
调查，向金融机构提供风险评估报告，
并全程帮助企业办理评估、质押备案、
还款、解押等手续。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知识产
权的创造、保护和运用，针对企业发展
中存在的痛点、堵点、难点，实施靶向
帮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张炜表示。③6

“知产”变“资产”
企业添动力

本报讯（记者 孙静）8月 24日，省政府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消费促进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促消费工作，采取有力措施，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
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推动我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副省长何金平出席会议。会议听取我省商务、发改、
文旅等部门关于促消费工作的情况汇报，研究存在困难
和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

何金平说，要充分认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千方百计扩大消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要针对不同消费需求，结合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和复
工复产，突出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务求工作实效；要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进一步丰富促消
费政策“工具箱”，精准科学施策，增强消费者获得感；要
加强督促指导，健全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方便
群众消费；中秋、国庆将至，要认真谋划组织好文旅营销
工作，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各种促销活动，促进消费加
快恢复增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③9

激发活力 释放潜力
推动消费加快恢复增长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8月 24日，副省长王战营到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调研，参观了自然资源部贵金属
分析技术重点实验室，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
段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王战营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需求，扎实推进郑州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着
力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空间、资源、安全、环境等问题，尽
快在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统筹利用地下空间和高效开
发地热资源方面拿出技术支撑方案。要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资源环境并重，构建地质工作新格局，在服务我
省产业结构调整、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再立新功。要坚
持向地球深部要资源，持续推进矿产、地热和页岩气等深
度勘查，为推动我省经济绿色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作出新贡献。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科研能力，推动
科技创新，积极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团队，力争在国家“深
地工程”等重大自然资源成果中，有更多的“河南元素”

“河南贡献”，助力我省高质量发展。③9

强化地质工作科技支撑
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今年以来我省邮政行业业务
总量整体保持高速增长趋势。8月 24日，记者从省邮政
管理局获悉，1—7月，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
成 23.28 亿件，同比增长 59.1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6.27个百分点；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75.02亿元，同比增
长37.8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12个百分点。

快递服务行业业务量的增长与河南近年来区位优势
不断凸显有关。“目前，郑州、商丘、漯河等地都成为全国
重要的快递集散地。”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快递
由这些地方发往全国各地可以实现运费合理、时效保障、
成本节约的效果。

同时，随着“快递下乡”“快递进村”工程开展，快递服
务业的寄递网络也在不断完善，过去只能在县城周边销
售的特色产品，现在可以远销全国。

“我们实施的‘一地一品’‘一县一品’快递服务现代
农业工程，在帮助农产品进城的同时，也带动了自己业务
量的增长。”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全省超过
90%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直投到村。

下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 11”等拉动消费的节日
相对较多，电商促销会更加密集，促销周期也将拉长，
对我省快递服务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存在挑战。省邮
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各快递服务企业，在做好对
快件安全消杀等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提前制定快
件分拣、投递、储存等方案，促进全省快递服务业安全、
高效发展。③9

今年前7个月

我省快递服务行业总量
保持高速增长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