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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郑州银行为河南豫粮集团凯利来
食品有限公司批复的 2200万元贷款，
正在持续释放“乘数效应”。

对企业来说，这笔“粮草”来得及
时。9月 4日，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
的凯利来生产车间一片繁忙。“企业自
有品牌的销售已遍布全国且出口韩国、
泰国，百草味、良品铺子、三只松鼠、盼
盼食品等知名品牌的订单稳定增加。”
凯利来董事长王同兵说，进军大型商超
等是企业的下一步规划，但流动资金短
缺是企业当前的最大困难。

对郑州银行濮阳分行来说，这笔
贷款凸显着为企业纾难解困的决心与
信心。“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这笔业务
的效率和办理方式让我印象深刻。”参
与办理这笔业务的郑州银行濮阳分行
中原油田支行副行长张兆冬说，凯利
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强担保”和过硬
的抵押物，郑州银行却坚定地为企业
提供了金融支持。

郑州银行的这一突破，始于一场座
谈会。“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濮阳
市通过县级以上干部分包联系重点企
业、专项督导组调研走访等方式，梳理、
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7
月20日，为解决凯利来的问题，濮阳市
直部门、濮阳县相关部门及有关金融机
构负责人共同参与了一场座谈会。

“企业前景很好，就是缺钱。”王同
兵说，尽管充满期待，但融资难是大多数
民营企业都存在的问题，银行贷款审批
流程一般也较长，“我没想到郑州银行濮
阳分行效率这么高，太令人振奋了。”

“7月 20日调研后，我们看好企业
发展，当天就确定贷款。”据张兆冬介
绍，收集客户的基本资料、担保方的资
料仅用一周时间，项目报告仅用3天时
间；又过了一周，项目就通过了郑州银
行濮阳分行的授信会，并上报给总行。

“原以为我们的项目要搁置一段时
间。”凯利来的一位财务人员十分感
慨。在他看来，受暴雨和疫情影响，郑
州市生产经营遭遇了困难；凯利来又拿
不出土地、房产等大额信贷需要的抵押
物作担保，银行工作人员肯定会作难。

郑州银行却找到了他们认可的“抵
押物”，那就是凯利来作为农业产业化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在带动乡村振兴、
提供就业岗位、电子商务示范等方面显
现的优势与效益。“经多方协调，最终达
成以第三方企业担保方式提报流动资
金贷款2200万元，先解燃眉之急。”郑
州银行濮阳分行行长董为民说。

这笔贷款的“乘数效应”正扩展到
更大范围。濮阳县委书记周东柯说，
将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坚持
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摸实情、助真力深
化企业帮扶工作，汇聚起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涉煤产业等同于高耗能、高污
染？等同于“傻大笨粗”、不可持
续？在襄城县，企业家的响亮回答
是：“不！”

站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达
7.63米的亚洲最大焦炉前，看不见传
统焦化企业的滚滚黑烟、闻不到刺鼻
焦油味。“这完全得益于公司大手笔实
施的污染综合治理。”9月4日，河南平
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前进介绍，去年公司投入近2亿元
实施焦炉技术改造，原料煤入厂后被

“吃干榨净”，无废料出厂，助推企业
2020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襄城县矿藏丰富，煤炭储量高

达15亿吨，过去是“靠山吃山”，煤炭
产业“一家独大”。近年来，襄城县
委、县政府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
之路，使县域主导产业实现了从最
初的煤炭“黑色经济”到煤化工“循
环经济”、再到实现硅碳新材料“绿
色经济”的蝶变。2020年，襄城县硅
碳先进材料产业园工业总产值近
400亿元，从业人员1.3万余人，产值
占襄城县工业经济的70%以上。

在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一个个整洁的控制室内，摆放
着一台台悄无声息运转的仪器，技
术工人聚精会神盯着电脑屏幕操
作，产出的成品通过一条条硕大的
管道向外传输。“它的内壁比镜子还
干净、光滑，输送的 8N 级高纯度硅
烷拥有 15项国家技术授权专利，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空
白。”硅烷科技董事长孟国钧说。

从焦炉煤气制氢到高纯硅烷，
是襄城县硅碳新材料产业链的核心
环节。为打通这一瓶颈制约，襄城
县政府与当地相关企业负责人先后
3次到上海，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肖文德，将原本完成实验室小试的
高纯硅烷实现产业化，推动襄城县
煤化工产业向高端新材料的延伸。

走进长达 333米的平煤隆基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效单晶硅电池
片标准化厂房，一片片纤薄的单晶
硅片，在恒温恒湿的无尘车间内，经
过制绒、镀膜、烧结等“精雕细琢”，
变成高效太阳能电池片。“我们的生
产线采用行业最新的 PERC 工艺，
生产的电池片优良品率超过 98%，

光电转换率接近23.5%，是全球光伏
行业的最高标准。”平煤隆基总经理
李旭杰说。

截至目前，襄城县拥有院士工
作站 2 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12家，引进北京大学李光武教授团
队、上海交大肖文德教授团队等高
层次人才（团队）12个，为加速发展
硅碳新材料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的
人才支撑。

“我们要抢抓‘碳达峰、碳中和’
催生的重大机遇，以创新驱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主旋
律，加快培育打造千亿级硅碳先进
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力支撑。”襄城县委书记
孙毅信心满满地说。③9

□本报记者 王昺南

8月 13日，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会明确提出，深入实施
“三个一批”和“万人助万企”活动，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充分
释放市场主体潜能。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如
何最大限度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如何在灾后重建中持续贡献金融力量？记者就此
专访了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冯先志。

冯先志表示，深入实施“三个一批”和“万人助万企”活
动，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省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抓手，为全省金融工作指
明了方向，为金融业加快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党组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省委部署，局内部立
即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联合驻豫金融监管部门成立省金融
服务专班，各市县同步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健全机制，迅
速联动响应。对活动开展中企业反映的金融问题，建立台
账，逐个当面协调，制定责任清单，强化跟踪落实，目前九
批次 58个问题均已提出解决路径并正在推进落实，其中
20个问题已经办结。与此同时，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与 38
家“万人助万企”上市培育企业开展一对一、面对面辅导
对接，加强省市联动，组成专门团队，多维度、全视角为企
业把脉会诊，深入分析上市困难和问题，逐家列出问题清
单和责任单位，建立倒推台账，落实“绿色通道”机制，分
类分级解决问题。截至目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已累计发
放政策及产品手册 8.8万余册，开展线上线下银企对接活
动，助力企业实现融资 525.1亿元。

对于如何在灾后重建中持续贡献金融力量，冯先志介
绍，7月下旬汛情发生以来，全省金融系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服从服
务全省工作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工
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驻豫金融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制定
应急响应和服务企业各项金融政策，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
道，实施增量资金需求即报即审，存量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强
化防汛救灾金融保障。针对广大企业急需急盼，组织金融机
构和各地金融工作部门即时调度，压实责任、上下联动、条块
协同，切实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截至8月23日，全省已投放防汛救灾、灾
后重建和工商业恢复生产信贷资金997.8亿元，实施延期还本付息216.13亿元，创
新推出信贷产品140多个，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对接服务受灾企业8万余次。

下一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加大信用贷款投
放力度，深入实施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系统推进银企对接，切实提高金融质效，全
力做好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和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各项工作。进一步突出重点，
聚焦难点，集中力量，精准协调，分类施策，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冯先志表示，全省金融系统将坚决扛起责任，在支持灾后重建、深入开展“三
个一批”和“万人助万企”活动中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及时总结经
验，加强指导，实现“点办理、批处理”，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金融获得感和满意
度。③5

□本报记者 王延辉 何可 王昺南

9 月 6 日 9 时 25 分，在郑州高新
区，随着“云敲钟”仪式上市钟声响起，
千味央厨股票正式登陆深交所主板，
证券简称为“千味央厨”，证券代码为

“001215”。
千味央厨成功登陆 A 股，标志着

河南诞生了餐饮供应链第一股，上市
豫军也再添一员。

何许企业

“千味央厨”是何许企业？或许很
多人并不清楚，但很可能早就吃过这
家企业的产品。

这家企业全称为“郑州千味央厨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 4
月，是河南本土企业，也是业内较早专
注和布局 B 端市场的速冻食品企业，
主营业务为面向餐饮企业的速冻米面
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速冻的油条、芝麻球、蛋挞皮、地瓜
丸、千页豆腐等 300多个单品，已成为
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德克士、华莱
士、真功夫、汉堡王、海底捞、九毛九、
永和大王、呷哺呷哺等知名餐饮品牌
企业的速冻米面制品供应商，其在百
胜中国供应商体系中为最高级T1级。

产品生产只是千味央厨为餐饮服
务的一个环节，其更多的是为餐饮企
业提供产品的研发、菜单设计、物流配
送等综合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千味
央厨已成长为国内餐饮供应链领域的
细分龙头，在餐饮供应链行业拥有较
强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

成功上市

千味央厨成功登陆 A 股市场，至
此，河南板块 A 股上市公司达到 92
家。

从“名不见经传”到“上市企业”
“餐饮供应链第一股”，千味央厨靠的
是什么？“作为河南食品产业的一员，
千味央厨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只为
餐饮、厨师之选’的战略定位，用创造
满足客户需求，用创新谋求发展，为客
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争
创一流企业。”千味央厨董事长孙剑
说。

定义当代“速”食主义，小生活折
射大产业。2018年至 2020年，千味央
厨营业收入分别为 7.01 亿元、8.89 亿
元和 9.44 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5867.89万元、7315.31万元和 5814.44
万元，营业收入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今年上半年，千味央厨实现业绩双增，

营收达 5.58 亿元，同比增 54.80%；净
利润达3579万元，同比增47.67%。

千味央厨已于今年 7月 8日成功
过会，并于 8 月 13 日拿到证监会的
IPO核准批复，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
金3.34亿元。

“本次A股发行上市，对于千味央
厨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上市不是
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新开始。”孙剑
表示，要紧紧抓住餐饮企业连锁化的
行业大趋势，立足和深耕餐饮供应链
领域，在现有产品中再造3到 5个超亿
元核心品类，通过不断研发创新以及
提高产品的质量品质，为餐饮客户提
供更丰富的定制化食材半成品和全链
条服务。

走在郑州街头，不经意间会发现
不少“早饭师”餐饮店，这是千味央厨
从后端走向前台，直面C端客户，构建
起早餐门店体系，为企业产品创新提
供更为广阔的消费和反馈场景。

食品豫军

统计数据显示，河南生产了全国
三分之一的火腿肠、三分之一的方便
面、四分之一的馒头、五分之三的汤
圆、十分之七的速冻水饺。截至 2020
年年底，河南省共有食品生产企业

10864家，食品小作坊登记 10629家，
食品生产类市场主体数量居全国前
列。

双汇是中国最大的肉制品龙头；
“好想你”是红枣第一股；三全食品是
中国速冻食品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卫
龙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辣味休闲食品企
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有望成为“辣条第
一股”；巴奴火锅、锅圈食汇、蜜雪冰城
等一众餐饮连锁独角兽都是从河南做
起来、走出去的。

此次千味央厨的成功上市，意味
着什么呢？在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
长宋向清看来，千味央厨之所以快速
崛起为速冻米面食品领域餐饮供应链
龙头和“餐饮供应链第一股”，一方面
是顺应餐饮经营模式连锁化的发展大
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河南人口带来的
消费红利、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
农业大省的原材料优势等带来的叠加
效应。

“河南具有发展壮大食品产业的
土壤和生态，这些年河南实现了从‘国
人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
桌’的华丽转变，培育起不少知名食品
龙头企业。”宋向清认为，供应链是餐
饮行业发展的命脉和关键，千味央厨
的成功上市或将成为餐饮供应链产业
化发展的催化剂。③9

千味央厨登陆深交所主板

河南诞生餐饮供应链第一股

襄城：从“黑”到“绿”的产业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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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助万企 我们在行动

2200万元贷款的高效批复之路

9 月 1日起，小型非
营运二手车异地交易登
记“跨省通办”措施正式在
首批推广应用城市实施。
为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
助力企业发展经营，近日，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税务局干部走进二手
车交易市场，向企业宣讲
新政策涉税要点，同时向
周边消费者发放宣传资
料，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
二手车交易的相关税收
政策。

据了解，包括南阳在
内的全国218个城市之间
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
车在二手车交易时，买卖
双方可以自主选择在车
辆登记地或者是新车主

住所地进行交易、开具发
票，不再强制要求回到车
辆登记地办理交易手续。

“随着新政策的落
地，车辆交易登记一地即
可办结，消费者买卖车辆
无须两地往返，进一步激
发了二手车交易市场活
力，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尔萨二手车的
负责人说。

下一步，南阳示范区
税务部门将继续以“万人
助万企”活动为契机，为群
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
务，帮助企业提振发展信
心，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
创新创造活力，助力南阳
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刘小阳）

“以前办理退税，要准备材料、核对
信息再送到大厅，有时难免不够便捷。
现在只需将退税材料线上提交，这业务
就能办成，真是既快又方便！”洛阳市西
工区锐志书店的办税人员听到税务人
员向其介绍的360°智慧办税平台业务
办理流程时激动地说道。

为使“跑一次”成为上限，“不用跑”
成为常态，9月1日，洛阳市西工区税务
局“非接触式”办税服务新模式——
360°智慧办税平台正式投入运行。该
平台运用系统服务器的云计算功能，可
提供资料传递、电子签章、咨询辅导、业
务办理等一系列服务，拓展电子税务局
未涵盖的线下业务，兑现“一次不用跑”
的纳税服务承诺。

全程网办 不见面能办事
“以往征期遇到报表更正难题，我

都要电话咨询或者到大厅寻求帮助。

现在通过在网上平台上授权，工作人员
远程就能帮我完成申报更正，便捷又省
心。”洛阳牧康商贸有限公司的会计说。
据了解，西工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工
作人员通过“智慧办税服务平台”，帮助
企业解决更正报表、发票业务、退税抵
税、变更税务登记等问题，实现业务网
上办、远程办、云上办。与传统的窗口
办理和网厅办理方式不同，现如今将业
务全环节搬到线上，办税辅导全程伴随，
真正实现了纳税人“一次都不用跑”。

流程再造 简政不减服务
在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的远程办

税交流群里，工作人员采取线上指导的
方式为企业答疑解惑。此外，360°智
慧办税平台还可借助视频通话、多方会
议、共享电脑桌面等多重技术手段，将
电子税务局冷冰冰的文字说明变为“见
屏如面”的贴心交流，让纳税人对电子

税务局从“想用，愿用”到“敢用，会用”，
打通“非接触式”办税线上服务全环节。

与此同时，对于无法实现“网上办”
的业务，还将进行流程再造，将传统的

“纳税人携带资料到窗口咨询办理”流
程升级为“数据资料传递”，将每项业
务、每个环节拆分为“颗粒化”的最小运
行单元，通过远程“提、办、问、答”一体
化服务，后台操作反馈归档整理，确保

“一次不用跑”纳税服务工作机制运行
顺畅。

下一步，该局将以360°智慧办税服
务平台为抓手，主动问需、线上答疑、远程
协助，更好地帮助纳税人足不出户办理业
务，进一步扩大“非接触式”办税覆盖面，
实现“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从“广覆
盖”到“全覆盖”升级，助力服务质效再
提升、营商环境更优化，以实际行动践行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刘玉洁）

“一次不用跑 服务再升级”
——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360°智慧办税平台正式启动

为认真学习贯彻省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精神和省审计厅关于统筹做
好防汛救灾资金物资和灾后恢
复重建审计工作要求，平顶山
市审计局采取“四个强化”措
施，统筹做好防汛救灾资金物
资和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当前
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情
况，及时调整审计工作领导小
组人员，增加了 4名局领导任
副组长、6名业务科负责人为成
员，统筹做好防汛救灾资金物
资和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

强化灾后恢复重建审计。
该局党组及时召开会议，确定审
计内容和重点，按业务科职责分
口负责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
做好与省审计厅各对口业务处

沟通协调，并负责县（市、区）的
对口业务领导组织工作。

强化问题导向。平顶山市
审计局防汛救灾资金物资和灾
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及时印发
相关通知，要求各单位优化审
计方式，聚焦重要环节、重大项
目、重点款物，多措并举，同步
实施防汛救灾资金物资审计和
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及时发现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存在的违
规违纪问题。

强化问题整改。各单位要
把“边审边改”理念贯穿审计工
作全过程，对审计发现的问题，
深入分析原因，并提出具体可行
的对策和建议，真正审出问题、
审出原因、审出建议，充分发挥
审计服务灾后恢复重建大局的
建设性作用。 （杨申 李玉恩）

平顶山市审计局

“四个强化”统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

走进二手车市场宣传涉税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