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耕细作，精雕细

琢，一年一个样”

——三赴前海，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为合作区建设把脉

定向

■“深化深港合作，相

互借助、相得益彰”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前海因深港合作而生、因深

港携手而兴

■“要深化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前海为改革开放探路、蓄力

再出发

“ ”开新局奋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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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万人助万企”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
企业有需求，政府咋帮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
市场经济的一道大题，“既要到位又不能越位”考验着
政府的能力，决定了市场的活力。

8月以来，记者深入“万人助万企”活动第一、第十
七工作组，调研工作组如何实现“到位”不“越位”。

不包办，当好政策信息“分拣员”

市场经济下，政府服务企业不能大包大揽，但也不
是管得越少越好。当好政策“分拣员”，将好政策用到
合适的企业，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眼下，对于河南奇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来说，是发
展黄金期，公司研发了少儿编程、科学小实验等教学系
统，开学季订单暴增。但受今年灾情疫情影响，公司资
金紧张，这可难坏了两名年轻的创业者。

“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组人员得知情况后，开出
了“政策良方”，为企业推荐了创业担保贷款，160万元
的“活水”让企业“转起来”。“贷款到期后，财政贴息，等
于我们免费用这笔钱。”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

“万人助万企”活动中，有同样高兴事的企业还有
很多，漯河创联油脂有限公司拿到了500万元的“科技
贷”，河南恒瑞淀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 1600万
元的“专利贷”……

我省助企“政策大餐”不少，但哪些能解燃眉之急，
哪些能在后续发展中见到效果，很多企业吃不透。

“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组人员当起政策“分拣
员”，上联有关部门，下通企业，精心配送“政策套餐”。
政府精准服务，政策精准实施，企业发展不作难。

抢着干，做疑难杂症“协调员”

企业正常运转，往往要与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不
少部门的习惯做法是轻易不“越界”。灾情疫情下的企
业经营不易，“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组急企业所急，纷
纷“抢着干”。

“感谢各主管部门的积极协调，我们的建议被采
纳，战‘疫’情保民生，我们在行动。”8月 17日，郑州华
夏易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郅英武在朋友圈晒出
了“惊喜”。郑州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物资运输车辆司
乘人员核酸检测方案的通知，为 1.3万名物流司机开
通核酸检测“绿色通道”，所有费用由郑州市财政承
担。商务部门牵头，卫健、公安、工信等多部门通力合
作，解决了物流司机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的
难题，为“畅物流、保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李旭
兵 通讯员 李昌奇）“现在工地
上每天有 500余人昼夜奋战，我
们有决心有能力在 10月实现产
品下线，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
献。”9月 10日，安阳县河南旭阳
光电科技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
忙，项目负责人郭志胜对发展前
景信心十足。

“这里的服务贴心周到，干
部就像对待自家事一样替我们
操心。项目从签约、供地到开工
建设仅用了 39天时间。”郭志胜
说，该项目计划投资 20亿元，一

期投资 10 亿元，达产后可年产
1000万平方米高端显示屏保护
盖板玻璃，年营收11.7亿元。在
项目推进中，每当企业遇到难
题，县直有关单位总会第一时间
倾力协调、帮助解决。

“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
好想办法！”在该项目现场办公的
安阳县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主任李新介绍，在为企业排忧解
难和优化营商环境上，从县领导
到全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并践
行“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
二”精神，做到了“企业有需求、政

府必回应”。对重点项目紧盯开
工、竣工、投产等关键节点，全程
提供精准化、保姆式服务，通过建
立“推进专班统筹主导、各部门协
同推进、项目工作组具体落实”的
联动机制和“一个项目、一名党政
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推
进机制，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时间
节点高质量高标准顺利推进。

2021年，安阳县30个省、市
重点项目总投资 239.8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59亿元。截至目前，
已完成投资37.8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64%。（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
员 邵宁 王为峰）“从设备安装到
试生产运营，前后不到一个月时
间，比预期提前了两个月。”9月10
日，站在井然有序的全自动化分
拣、水洗生产线旁边，柳桥集团有
限公司台前项目负责人付明军赞
不绝口，“台前县的工作专班、全程
跟踪服务等落到实处的措施，为项
目建设助力，为企业排忧解难。”

柳桥集团已在羽毛羽绒行业
深耕20多年，在柳桥项目的不远
处，新希望六和集团台前县日屠
宰12万只肉鸭项目新建成投产，

再加上全县 10所标准化养殖小
区、养殖大户，已形成“闭环”。鸭
子屠宰加工，鸭毛水洗加工，一环
扣一环、环环都挣钱——这条全
产业链将带动就业5000余人。

项目建设“开新花、结新果”，
源自台前县脱贫后对实现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定追求。“打破
思维定式，跳出台前看台前，站在
高处看台前，着眼未来看台前。”台
前县委主要负责人说，全县上下以

“思想破冰”为关键词，以重点项目
建设为突破口，共绘新蓝图。

“万人助万企”活动、重点项

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成为台
前县的“大赛场、练兵场”——

周调度、县级干部分包、首
席服务员、台账管理、现场办公
等，聚力解决好企业发展面临的
重点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全面打
通该县项目签约、开工、投产的
全链条服务。

该县深入谋划好“三个一
批”项目，大力引进产业链延链
补链项目，激活增量，盘活存
量，倾力打造羽绒制品及服饰
加工、能源化工等超百亿产业
集群；（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昔
日愚公移山，移的是生活中阻挡出路
的有形的山；今日愚公移山，移的则
是思想中阻碍开放的无形的山——
被太行、王屋二山包围的济源选择了
全方位的大开放。9月10日，记者从
济源发展改革和统计局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济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完
成 202亿元，居全省第二；同比增长
179.2%，增幅居全省第一。

济源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
贺春萍说：“这得益于持续构建开放
大格局，提升外贸新动能。”

据介绍，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管委
会高度重视，把扩大进出口提到战略
高度，全方位打开山门，在顶层设计上
明确了以精准招商为核心，政府推动、
企业主动、部门联动、社会齐动“四轮
驱动”的开放新格局。目前已与“一带
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贸易关系，上半年对沿线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总值14.2亿元，增长122%。

快速的出口增长必然有一批充
满活力的外贸企业“硬核”支撑。济
源的做法是“两手抓”：一手抓培育
本土“老字号”，一手抓招大引强“新
龙头”。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金利集团
的银锭、济源钢铁的钢材、河南清水
源的水处理化学品、中原特钢的冶金
机械等“老字号”产品，在济源外贸出
口中担当“主演”。值得一提的是，与
农业相关的企业也不甘示弱，绿茵种
苗公司的十字花科蔬菜种子、白云实
业的棉铃虫病毒母药等产品销往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得该类产品的国
际市场上又多了一份“中国力量”。

（下转第三版）

日前，中共河南省委决定：
李国胜同志任中共商丘市委委

员、常委、书记，付静同志不再担任中
共商丘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鲍常勇同志任中共驻马店市委
委员、常委、书记，蒿慧杰同志不再担
任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工作日的早晨，陈学磊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
转一转，看看那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需要解决。这个习惯，他已坚持了半
年多。

陈学磊是周口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川汇区政府派驻富士康周口公司
的“首席服务官”。这个项目落地周口
源于一次偶然“机缘”：市领导带队到浙
江招商，恰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人，一边有拓展市场的
迫切愿望，一边有优厚的条件和丰富
的人力资源，双方由此擦出了“火花”。

从2月26日签约到4月24日一期
工程试生产，用时不到两个月；一期工
程试生产不过4天，二期工程立即开工
建设，展现了项目建设的“周口速度”，
也被誉为富士康项目中的“标杆”。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陈学磊已
数不清市政府、区政府究竟为富士康
周口公司解决了多少个“七件事”。
员工的吃饭、住宿，企业的防疫、防
汛、生产用电……“高峰时一个下午

区里开三场专题会，讨论如何帮富士
康解决项目问题。”9月 9日，记者采
访川汇区副区长张兴龙时获悉。

根据项目投资规模和用地要求，
项目推进指挥部按照“特事特办”原
则开通绿色通道，密切配合、压茬推
进，用“保姆式”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
护航，确保项目早日开工投产。

项目前期，高新区管委会派陈学
磊等人全程“陪跑”，帮富士康办理工
商注册、税务登记、社保开户等服务。

根据订单需求，项目一期需租用
现有厂房尽快投产。指挥部立刻与
富士康对接，实地走访协调区内企
业，迅速找到近6万平方米的厂房。

在土地报批方面，指挥部以最短
时间、最高效率完成地形图测量、规
划条件办理、土地勘测定界等前期手
续，为项目顺利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政府服务越贴心，我们发展越
放心。”富士康周口项目负责人熊毅
介绍，员工回宿舍路黑，政府协调装
上了路灯；员工宿舍用水集中，政府
为宿舍区换了 40吨的水箱；员工电
动车充电不便，电动车充电装置正在
安装……“连为员工宿舍装充电插座
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到了。”

（下转第三版）

项目攻坚开新局台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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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助万企

●蹲点企业看服务

●我们在行动

打造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商丘、驻马店2个省辖市
党委书记调整

风好再扬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纪实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光山县东岳村粉墙黛瓦光山县东岳村粉墙黛瓦、、田园田园
阡陌阡陌，，让人美在眼里让人美在眼里，，醉在心里醉在心里（（99 月月
1111日摄日摄）。）。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马雯

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田园阡陌，稻
花飘香……清秋时节的光山县文殊乡
东岳村，美得让人陶醉。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
察调研。这个小村子由此在全国有了
名气，群众的日子也越过越美。不久
前，记者走进东岳村，亲身感受这里的
幸福、甜蜜。

在东岳村四方景家庭农场，场主杨
长太正站在一片稻田旁进行手机直播。
摘桃、犁地、除草、抓虾，这些直播里被观
众喜欢的内容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两年
前，总书记与他的交谈，让他的思想大门
洞开。“总书记指明了道路，俺就要沿着这
路子大胆走下去。”这两年，杨长太说到做
到，而且做得特别认真。盯紧优质粮，他
坚持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转基因种
子，人家种一般稻子，他就选“荃香优89”

“兆优5431”等环保稻苗；瞄准绿色生态，
他忙着发展无公害茶叶、蔬菜，开展稻虾
共作等，并在农场种下百日红、樟树、桂
花、大叶黄杨、紫薇等多种植物。“发展绿
色生态要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等园里观
光小火车项目建好了，游客来了，才真是

人在画中游。”杨长太笑着说。
绿色“弦”动，杨长太弹的是一曲美

丽富饶的田园牧歌。
足不出村，门口就业，产业发展也给

周边农民带来经济效益。74岁的东岳村
村民杨建国的日子就越过越红火。“以前
在家没事干，现在来农场干活一年能挣
近2万元，别提多高兴了。”他说。近两
年，四方景农场已带动周边贫困村民56
人增收。“让农民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
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杨长太说。

杨长太告诉记者，农场最近有点
忙。他通过“光山号”电商平台，刚接了
上海宝日钢铁有限公司1130份农产品
大礼包的单子。城里人凭啥愿意买他
们的农产品？杨长太告诉记者，每个礼
包上小小的二维码是“让消费者放心”
的密码，入苗、种植、管理，农作物成长
信息一扫便可溯源。

路子对了，办法才多。“总书记提出

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增加农民收
入。这两年来，光山县建立‘易采光山’等
电商平台，不仅帮助农户找到销路，脱贫
致富，还通过各种培训，提高农民销售技
能。目前，东岳村成立了产业联盟组团发
展，不仅要让生态产业更加壮大，还要让

‘光山十宝’品牌走得更远。”杨长太说。
电商蓝海，荡漾着农民增收的梦

想。两年来，光山县大力实施“电商+”
战略，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的电商扶贫新路径。如今，当地已创建

“光山十宝”统一包装、销售基地十余
个，将全县农产品资源彻底盘活，并通
过一根根网线让市场连点成面。

蓝色“弦”动，他们共同奏响抱团发
展、齐头并进的动人旋律。

谋发展，最重要靠啥？“党的坚强领
导才是咱的主心骨！”东岳村党总支书记
杨长家的答案清晰明确，“两年前总书记
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村民的信心，两年来

东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的变化。”
全国文明村、全省抗疫先进集体……

东岳村这两年获得的每项荣誉背后都有
着关于人心的故事。2020年全村为武
汉抗疫捐款，366户短短几天就捐了14
万元，其中，还有许多孩子非要送来过
年收的“压岁钱”。

去年，东岳村专门成立红色教育培
训基地，围绕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大
别山精神红色基因传承，对各地党员干
部开展了27期培训。“我们还通过把支
部建立在产业链上，进一步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咱东岳人真心
感党恩，坚定跟党走，日子才越过越幸
福。”杨长家说。

红色“弦”动，他们谱出的是东岳人
不忘初心、感恩奋进的辉煌乐章。

东岳村文化馆旁，一块镌刻着“走向
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
红色大字的石碑格外醒
目，那是总书记对东岳
人的殷殷嘱托，也是东
岳人发展前行的最大动
力。③8

2019年 9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山县文殊乡东岳

村。他指出，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注意节约环保，杜绝过度包装，避

免浪费和污染环境。

三三““弦弦””共弹幸福曲共弹幸福曲
温暖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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