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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孙静）今年11月 4
日，是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10周年的日子。记者 11月 2日从郑
州海关获悉，新郑综保区进出口值从
2011 年设立之初的 46.85 亿元跃升
到2020年的4103.45亿元，年均增长
达 56.4%，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进出
口 3083 亿元，位列全国综合保税区
第二，同比增长49.5%。

新郑综保区于2011年 11月 4日
封关运行，是国家在中部地区设立的
首个综合保税区。它的设立是我省
对外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
我省从此拥有了接轨世界的桥梁。

“新郑综保区进出口值长年占河
南外贸额的六成以上，是‘小区’拉动

‘大省’外贸发展的典范。”郑州海关
相关负责人说，依靠综保区的拉动，
我省进出口值也从2011年的2056.61
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6654.80亿元，
进出口值数年来始终位居中部地区

省份第一，并跻身全国十强。
郑州海关大力简政放权，通过赋

予企业自主备案、自定核销周期、自
主核报、自主补交税款的权利以及简
化业务核准手续，区内相关海关业务
单证系统自动审核率达90%以上，极
大减轻了企业负担。目前与新郑综
保区相关的配套企业已超过600家。

通过设立“口岸作业区”，综保区
将航空口岸拉进区内，空运出境货物
可直接在区内机场货栈安检、打板，无
需办理转关手续。这一发展模式每年
为企业节省运输成本近3000万元，成
为新郑综保区发展的一大优势。

综保区率先复制推广跨境电商
“退货中心仓”模式，保障跨境电商进
口货物卖得出、退得回，极大节约企
业成本。2018年至 2020年，综保区
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量由 1911万票
一路跃升至 1.1 亿票，进出口货值由
21亿元增至107亿元。③9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记者
11月 1日从济源海关获悉，今年前三
季度济源进出口总值达 290.8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14.4%，已连续9个
月保持增速全省第一，总值位居全省
第二，并创造了济源进出口总值半年
突破200亿元大关的历史最好成绩。

据了解，2020年，济源首次入围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排名第 78位，外
贸水平竞争力排第8名。

济源海关积极推动济源外向型
经济服务中心和公共检测平台建设，
将线下服务大厅功能由通关执法向
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第三方检测等
全链条拓展，实现了“一窗通办”和

“一网通办”业务全覆盖。目前，济源
海关“单一窗口”主要申报业务应用
率已达100%。

济源进出口贸易创历史新高，还
得益于济源海关着力写好“三篇文章”。

做好“老字号”。济源海关实时

分析研判当地的“老字号”外贸企业
进出口数据及经营情况，及时发布外
贸预警分析，辅助企业精准选择原材
料进口替代国；推动济源钢铁通过海
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首认，豫光金
铅等四家企业通过复审，依据相关便
利化措施和稳外贸优惠政策，依法依
规免征保证金近1.9亿元。

做强“原字号”。济源海关全面
开展一般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推
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打通签证电
子化“最后一公里”，今年前三季度签
发原产地证书货值近 2.8 亿元，为企
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1400万元。

培育“新字号”。济源海关积极
指导企业建设符合欧盟标准的出口
基地和生产车间；引导企业办理海关
知识产权备案，规避侵权风险，实现
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零”的突破，培育
的新兴产业预计 2021年可新增回流
出口货值超2.2亿元。③9

本报讯（记者 杨凌）第二十六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10月
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在大会
开幕前夕，作为公共出行领域“中国
制造”的参会代表，宇通客车携手国
际公共交通联会（UITP）、国际知名
运营商发起“零碳排放倡议”。

在倡议书中，宇通表示将积极倡
导公交出行文化，提升绿色出行比
例，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并联合国际
组织、协会及其他机构，持续发起巴
士文化公益活动，号召公众感受巴士

文化，提升公共出行体验，让更多的
公众参与到绿色出行中。在未来的
发展中，宇通将持续发力新能源、自
动驾驶等技术创新，加快零碳、智慧
商用车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建立
新能源商用车可持续化商业模式，助
力全球商用车领域加快“脱碳入氢”
进程，让零排放绿色出行惠及全球。

据悉，55辆宇通纯电动公交车在
COP26期间为会议举办地格拉斯哥
提供零排放公共出行服务，与会代表
纷纷登车体验宇通纯电动公交。③6

“中国制造”助力零碳行动

宇通在格拉斯哥发出“零碳排放倡议”

新郑综保区10年进出口值
年均增长超56%

济源进出口增速
连续9个月全省第一

11月 2日，位于洛阳伊滨经开区的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项目施工现场，10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作为河南省重点项目、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的
主会场，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将建设五大场馆，总建筑面积约27.8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底完成屋面及幕墙安装工作。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曾鸣

在采访中，一位科研工作者

这样向记者描述科研经费“包干

制”：“原来只能用来买‘酱油’的

钱，现在可以用来打‘醋’了！”可

以预见，“包干制”的实行，必将充

分释放创新活力，让制度更好地

为科研服务。

省 第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明 确 提

出，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

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

调度权。“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

家的手脚捆死了”成为各方共识，

切实把广大科研人员从繁冗的审

批和繁琐的杂务中解放出来，才

能让他们真正“智有所值，劳有所

得”。

科研经费“包干制”，就是建立

在信任基础上的“放管服效”改

革。“放”出活力、“管”出质量、“服”

出便利，方能“效”见真章。绩效支

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活

动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

也意味着，科研人员将能够通过科

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使他们

收入与实际贡献相匹配，有利于激

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

千呼万唤始出来，科研经费

“包干制”终于落地了，这是对科

研人员的充分信任，科研工作者

也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方能让好

制度落实到位。③9

科研需要更多
信任与激励

本报讯（记者 曾鸣）11 月 2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我省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改革优化科研生态环境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在省级科技研
发专项、省高校重点科研项目基础研究
专项、中原院士基金中开展科研经费

“包干制”试点。
科研经费“包干制”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没实行“包干制”前，科研人
员在课题没开始前，就需要计划好费用
要花在什么地方、怎么使用，并要求后
续费用使用时也严格遵循预算。但是，
科研带有不确定性，过于限定经费科
目，会掣肘科学探究。

“按照《意见》规定，‘包干制’实行
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资助。也就
是说，只要确定经费总额，无需再编制
明细费用科目预算。”省财政厅科技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研经费“包干制”刚一提出，就引起
了我省广大科研人员的关注。“以前申请
项目时，要提交一份包括不同科目的财务
预算，每一个科目都对科研经费使用有一
定比例要求。”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优质花生专项负责人臧秀旺说，

“还没开始课题，就要填写未来需要具体
使用哪些仪器设备和原材料。后期如果
遇到仪器变更或者原材料涨价，就要重新
调整经费，变更起来比较麻烦。”

“试点是探索如何为科研人员‘松
绑’的良好开端。”臧秀旺说，对此项改
革十分欢迎和期待，希望试点能够尽快
推开，惠及更多科研人员。

“缺乏弹性的预算管理方式，不符
合科研工作不断变化、探索未知的现实
情况，增加科研人员的负担。实行‘包
干制’后，科研人员将从繁琐的经费管
理体系中解放出来，让科研人员全身心
投入科技创新本身。”省社科院副研究
员赵然说。

我省将如何落实科研经费“包干
制”？《意见》明确，赋予项目负责人经费
支配权，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制。
项目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和合法性纳入

科研诚信管理。管理费由项目承担单
位根据实际管理支出情况与项目负责
人协商确定。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
根据实际科研活动需要和相关薪酬标

准自主确定，项目承担单位按照现行工
资制度进行管理，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
总额基数。

同时，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
要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代表研究团队
承诺弘扬科学家精神，遵守科研伦理道
德和科研诚信要求，按照科研项目绩效
目标和任务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承诺
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
关的支出，不截留、挪用、侵占和虚假套
取，不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

“包干制”并非将科研经费一发了
之。“包干制”试点是根据科研人员的经
费管理、科研成果、科学操守、素养及科
研团队的稳定性等前提条件决定的。

“如果都‘包干’了，光讲钱和投入，之后
什么都不管，这不可能。”省财政厅科技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落实中，依托单
位尤其要注重经费使用的监管。实行
结果导向和公开公示制度。项目负责
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制项目经费决
算，项目承担单位自行开展财务审查。
项目实施期满后，要严格按照项目任务
书约定开展综合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
为后续支持和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项目承担单位应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
经费决算、绩效评价结果等事项，接受
内部监督。”③9

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件明确
不得开支的内容。

不得通过合作、协作经费方式套
取资金。

不得虚构经
济业务、编造
虚假合同、使
用虚假票据
套取资金。

“包干制”试点经费使用“负面清单”

1

2

3

4

不得以虚列、伪造名单等方式，虚
报冒领劳务费，套取财政资金。

5

不得用于与本科研项目无关的支出。

不得用于应由个人及家庭负担的
支出。

6
不得滥用、浪费科研经费，违规预
支、预存费用私设“小金库”。

7
不得截留、挪用、侵占科研经费。

8

不得使用科研经费支付各种罚款、
捐款、赞助、投资。

9

本报讯（记者 孙静）11 月 5 日
至 10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将如约而
至。作为全球顶尖的开放平台，进
博会将吸引最新的产品、技术、服务
云集黄浦江畔，从展品变商品，走向
大众的生活。记者 11月 2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我省高度重视，积极筹
备，将组建交易团赴上海参会。

据了解，在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
专区，我省优中选优，推荐焦作市金谷
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和河南弘宝汝
瓷坊有限公司 2家企业作为“非遗”、
老字号代表参展，向中外客商充分展

现我省汝瓷及绞胎瓷技艺。在公益节
目演出环节，我省推荐具有“一带一
路”文化使者身份的箜篌表演作为现
场演出节目，诠释中华古乐之美。

进博会期间，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等多个领域的世界顶尖企业
将参会参展，为充分利用这一契机，
我省将举办“河南省跨国采购签约暨
长三角地区经贸合作交流会”，并开
展相关拜访活动。在组团“买买买”
引进新技术、新设备、高品质消费品
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知名企业
及长三角地区的经贸合作洽谈，实现
投资贸易共赢。③7

我省将组团赴约进博会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0月 31日，走进位于商丘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的河南吉商汽车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只见一辆辆智能房车一字
排开，即将销往全国各地。而在总装流
水线上，数十名工人正在有序作业。

河南吉商汽车有限公司是新吉奥控
股集团在商丘投资的高端A型智能房车
项目，是该集团五大生产基地之一。

“2019年 10月入驻商丘，2021年
10月 8日正式投产，主要生产高端 A
型、C型及上路拖挂房车，目前是小批
量生产。”河南吉商汽车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君说，这是集团在商丘投资的一期
项目，从项目拿地、手续办理等，全程都
有市有关部门来服务，不用企业操心。

而在该公司隔壁就是新吉奥控股
集团在商丘投资的二期项目——汽车
零部件及高端城市微卡项目，今年 10
月 8日已开工建设。该项目是省重点
项目之一，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约 25
亿元、年利税约3亿元。

商丘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
来抓，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设立招商引资项目服务管家，全
程提供代办服务，商丘市对重点招商
项目实行一名包干领导、一个服务团

队、一套行动方案“三个一”工作法，
持续精准对接，促成大项目落地。同
时，制定印发“三个一批”项目双周调
度工作方案，对“三个一批”项目实行
双周一调度、每月排序通报、季度考
评总结的调度机制，对进展缓慢的项
目由市直有关部门联合挂牌督办，销
号解决。

陈君告诉记者，商丘市的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也是吸引集团在此接连
投资的因素之一，“二期项目不仅是一
期项目产业配套的延伸，同时将有力
推动项目整体产业生态改善和更高质
量发展，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业落地
先进制造新城，进一步提升完善商丘

市汽车产业生态链。”
为全面推进全市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投资增长，商丘市将每月 12日定
为“企业服务日”，并成立了由市发改
委牵头，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等单位联
合组成的调研服务组，从10月 10日起
至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抓项目、促
投资、增动能“百日攻坚”专项服务活
动，下沉各县（市、区）对“三个一批”、
省市重点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地方专项债项目、补短板“982”工程项
目、2022年重点项目谋划储备和项目
入统计库等工作进行政策解读、指导
服务，帮助县（市、区）抓实抓好项目建
设。③9

探营重大项目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加快项目建设 改善产业生态链

我省深化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改革，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

科研经费“包干制”来了

（本报记者 曾鸣 整理） 制图/张焱莉

11月 1日，市民在郑州市人民公园赏菊、拍照。金秋时节，该园菊花竞相
绽放，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观赏、游玩。⑨6 刘书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