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董娉 孙静

在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高铁
线上，却有一列“大黄蜂”，每天以时
速4公里的“蜗牛般”速度行进。

11 月 19 日，在郑济高铁滑县
浚县站（规划名）内的高铁轨道上，
23岁的王昊轩正站在“大黄蜂”的
车顶，和同组的5名同伴一起，对高
铁接触网进行检修。

当前，郑济高铁郑濮段正在进
行全面静态验收。

线路接触网是保障高铁安全运
行的生命线，检修要求极其苛刻。长
达几百公里的接触网，小到每颗螺栓、

螺帽，都要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个‘大黄蜂’叫 JJC型接触

网检修列车，可是妥妥的中国造！”
郑州东高铁基础设施供电维修技术
中心党总支书记贾豪威告诉记者，
JJC型接触网检修列车是一列拥有
厨房、宿舍、办公室、存储间的“铁路
移动检修工厂”。

“所有接触网已检测；所有螺栓
已就位；结果已全部记录。该段检修
完毕，等待前移！”随着车顶的指令发
出，在完成150米区间的检测后，检
修车再继续向前移动150米。

根据检修任务量，王昊轩和他
的同伴们通过“检修列+作业车+车

梯”等多种模式，至少要用1个多月
才能完成郑濮段197公里接触网的
检测。

而在静态验收结束后，郑济高
铁郑濮段还要通过联调联试、安全
评估和国家验收等环节才能达到试
运营条件。

不论酷热还是严寒，接触网都
要一米一米地进行检测，每一颗螺
栓的力度和角度，也有标准要求，丝
毫不能出错。（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董娉 孙静）11月
19日，记者在郑济高铁郑州至濮阳段
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该段线路主体
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进
入全面静态验收阶段。

郑济高铁是河南省“米”字形高铁
网的最后一笔，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其中，郑濮段设立平原新区、卫辉南、
滑县浚县、内黄、濮阳东5个车站。

作为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重要
环节，静态验收将历时两个月，11个
专业验收组严格按照验收规范和标
准，对工程进行全项目验收。

据了解，在静态验收之后，郑济
高铁郑濮段将开始为期几个月的联
调联试和安全评估，所有工作完成
后，预计于 2022 年上半年正式开通
运营。

作为纽带，在省内，郑济高铁串
联起卫辉、滑县、内黄、清丰、南乐等县
区，加快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并带动濮
阳成为高速铁路的重要通道城市，融
入郑州“一小时都市圈”；在省外，成为
中原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间的快
速客运通道，对豫鲁两省完善路网结
构、推动资源整合意义重大。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交通运输战
略发展研究院院长龙志刚表示，郑济
高铁郑濮段的开通运营，意味着河南
实现“市市通高铁”的同时，也将在全
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网。③6

高铁线上的高铁线上的““慢火车慢火车””

上图 11 月 19 日，接触网检
修列车正在进行作业。⑨6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经济运行过程中，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等环节都产生了大量数据。从财税、

金融、外汇领域核心经济大数据，能看

出哪些河南经济运行新亮点、新趋势、

新动力？为深入宣传贯彻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全力冲刺决战全年目标

任务，确保现代化河南建设开好局、

起好步，自今日起，本报推出“从大数

据看河南经济脉动”系列报道。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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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鹏）11月 19日，记者
从河南银保监局了解到，为缓解部分煤炭、
煤电企业资金紧张局面，截至今年 10 月
末，河南主要银行机构已投放融资金额
113亿元，解企业燃“煤”之急，确保群众温
暖度冬。

为维护煤电、煤炭行业和商品市场正
常秩序，河南银保监局督促和引导银行业
金融机构保障煤电、煤炭企业正常资金供
应，着力提升煤电、煤炭行业金融服务。截

至10月末，全省各主要银行机构对接煤电
暖企业合计428家（次），拟投放融资195家
（次），已投放112家（次）、融资金额113亿
元。其中，对于省发展改革委拟定的能源
保供融资需求项目清单中企业，已对接316
家（次），已投放48家（次）、融资金额34.45
亿元，缓解了部分煤炭、煤电企业资金紧张
局面。如了解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资金需求后，兴业银行郑州分
行迅速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发放贷款 3亿

元，助力该企业煤炭销售日常经营周转。
河南银保监局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对符合相关条件，贷款
到期后仍有融资需求但暂时存在资金困难
的煤电、煤炭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原则，可
以合理调整贷款结构、还贷进度、期限等。
同时，可根据煤电暖企业规模、信用级别、
资金额度、风险程度和融资期限，适当降低
贷款利率，减免相关金融服务费用，全力做
好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工作。③6

113亿元解燃“煤”之急 保温暖过冬

郑济高铁郑濮段预计明年上半年通车

河南将率先建成 字形高铁网

从区域到省域
——南阳为何走上前台

在南阳的发展史上，2021年具有
极其特殊的意义。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调
研，对加强水源区保护、做好移民后续
帮扶、抓好粮食生产、发展中医药、培
育特色产业等作出重要指示。每一份
嘱托，都饱含着浓浓深情；每一个指
示，都寄托着殷殷希冀。

10月，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明确提出“支持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

对南阳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起
点，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要真正掂出南阳跻身副中心城市
的分量，需站在全局的角度来审视。

11月 1日至3日，省委书记楼阳生
在南阳市调研时指出，省党代会作出
支持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的重大部
署，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实现

“两个确保”目标、优化省域发展格局、
完善中原城市体系、加快南阳发展步

伐的重要举措。
在今年 4月发布的河南“十四五”

规划中，南阳的定位还是“新兴区域经
济中心”；半年之后，南阳便一举跃升
为全省“副中心城市”。

从区域到省域，一字之差，意味深
长。

从偏居豫西南的普通地市到全省
瞩目的副中心，南阳为何能脱颖而出、
走上前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
一鸣认为，未来的竞争，将会是城市群之
间的竞争。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将成为
经济增长的“新风口”，也是未来5至10
年中国发展最大的“结构性潜能”。

在我国的经济强省中，江苏省
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就有4个，9个城
市的GDP超过5000亿元。广东、山东、

浙江等强省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均在2
个以上，GDP超过 5000亿元的城市至
少有4个。每一个经济强省，都呈现出
超强城市的多点开花与多轮驱动。

反观我省，郑州市一城独大，洛阳
市GDP前年刚刚突破5000亿元大关，
其他城市均在 4000 亿元以下。我省
GDP增速在中部六省中连年靠后，标
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造成这一
不利局面的因素错综复杂，但都市圈、
城市群发育不完善，中心城市少、带动
能力弱，无疑是其中最为明晰的症结。

与我省毗邻的湖北，早在 2003年
就明确了以武汉为主，襄阳、宜昌为副
的一主两副发展战略。在各种利好政
策加持之下，襄阳、宜昌经济发展异军
突起。

以与南阳地域相邻、人文相同的

襄阳为例。长期以来，襄阳主要经济
指标一直低于南阳。2006 年，南阳
GDP 总 量 为 1203 亿 元 ，襄 阳 仅 为
675.2 亿 元 。 但 从 2012 年 起 ，襄 阳
GDP开始超过南阳。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前的 2019年，襄阳 GDP达 4812.84
亿元，超过南阳近 1000 亿元，将南阳
远远甩在身后。

武汉、襄阳和宜昌三城合力，将湖北
绝大多数区域纳入辐射范围之内。
2010年之后短短10年，除武汉外，湖北
各省辖市经济总量的全国排名均攀升了
20个位次以上，咸宁和恩施更是提升了
64名和52名，湖北也因此成为中西部地
区唯一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省份。

赢得群雄逐鹿、你追我赶的区域
竞争，河南急需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优化省域发展格局、完善中原城市体
系，河南需要培育郑州、洛阳之外新的
承担经济发展核心带动作用的城市。

早在 2014年，“省域副中心城市”
理论的首倡者、湖北省社科院学者秦
尊文就提出，河南省城镇体系结构不
够完善，急需在豫西南和豫南地区设
立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而南阳正好
可以担此角色。

（下转第五版）

从“盆地”到“高地”
—对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的展望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探营重大项目

□本报记者 曾鸣 李茜茜

财政资金的增减之间，对现代化河南建设影响
深远。

11月 19日，河南省财政厅收支在线监控平台，
在线点击“河南账本”的收支总体结构，统计单位以

“万元”计算，各类科目“五位数”起步。这是一个横
贯省直、竖通地市的“数据池”，每一笔财政资金从哪
来、往哪去、怎么用，都有迹可循。

“财政支出虽然数额庞大，但也要像老百姓过日
子一样，精打细算。”省财政厅相关负责同志说，不该
花的钱一分不花，该花的钱花在刀刃上。

支持科技创新，就是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用在
紧要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放在“十大战略”之首，释放出我省下
大力气狠抓创新的鲜明信号。财政大数据显示：全
省各级财政过好“紧日子”，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今
年年初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基础上再增 105亿元，推
动总规模 1500亿元的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和总规模
150 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落地，把有限的“真金白
银”用在科技创新、教育发展和人才引进上。

郑州市金水区俭学街7号，在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掩映下，一栋红墙碧瓦小
楼惹人注目，大门处“嵩山实验室”鎏金牌匾熠熠生辉。“拨钱的比用钱的都积极，
河南在创新上铆足了劲儿。”参与嵩山实验室筹建的陈鸿昶教授说，前几天，实验
室银行账户刚刚注册完毕，财政部门的同志就打来电话，商量啥时候拨付启动资
金，明年费用预算多少合适。

科研经费是创新的助推器。在“大院大所”里工作的财务人员，也有种工作
“上高速”的感觉。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财务喊您来报销啦！”郑州大学财务处处长方若虹在朋
友圈里，图文并茂发了一条提醒，可留言咨询的人比往年少了大半。今年11月，
河南施行科研经费“包干制”后，科研经费报销更加灵活，不再要求丁是丁、卯是
卯，报销的、核算的都不再烧脑。

更令她欣喜的是，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联合发起首只省级科技研发计划联合
基金，将为学校的工程、化学和临床医学 3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在开展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方面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支持。“政府与高校、企
业等社会资金共建基金池，破解科研与市场‘两张皮’痼疾，努力实现河南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方若虹说。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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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今年我省快
递业三项主要指标均超去年全年水平。
11月19日，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
今年1月至10月，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量累计完成34.34亿件；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259.03亿元；快递业务投递量累计
完成38.98亿件，较去年均有大幅增长。

全省快递业务“量”“收”均超全国
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业
务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81 个百分
点，业务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49
个百分点。

市场整顿成效显著、农村快递物
流体系逐步完善，为全省快递业保持

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今年 5月
份，省邮管局组织开展“快递市场秩序
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超许可地域
揽收快件、超许可地域非法开展加盟
活动，规范快递企业协议用户管理。
通过专项治理，快递业务单价回暖，快
递业务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快递业务量
增幅。同时，6月份组织开展“快递进
村百日攻坚”活动，全省快递进村设点
比例由 26.17%提升至 43.9%，邮政
EMS、顺丰、京东、德邦等品牌快递公
司基本实现服务进村全覆盖，全省乡
村快递服务水平、服务能力、便利程度
进一步提升。③9

本报讯（记者 曾鸣 通讯员 乔艺
芳）11月19日，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河
南省分行获悉，该行联合河南省教育厅
发放2021年度助学贷款约52亿元，精
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3万人，贷
款发放额度和资助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自2004年起，国家开发银行与河
南省政府探索建立助学贷款“河南模
式”。作为全省唯一承担此业务的金融
机构，近年来，该行按照“应贷尽贷”原
则，累计向河南发放助学贷款 316亿
元，资助学生476万人次，发放金额和
惠及人数全国占比均超过 10%，覆盖
了全省158个行政区县和133所高校。

在今年疫情、汛情期间，国开行河
南省分行主动延长受理时间，并执行续

贷“线上办理”、首贷“预约办理”模式，
方便续贷学生实现远程贷款受理。

据了解，国开行河南省分行第一时
间落实国家关于提高助学贷款额度的
通知，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
申请额度最高可达1.2万元，全日制研
究生每人每年申请额度最高可达1.6万
元。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5年、最长不
超过 22年，其中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
全额贴息，学生毕业后5年内只需偿还
贷款利息，减轻了学生负担。

“我们将继续把助学贷款这一民生
工程办到百姓的心坎里，确保‘不让一
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全
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
开行河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③9

我省52亿元助学贷款发放完毕

63万名贫困学子求学梦圆

累计完成34.34亿件

前10月我省快递业务量超去年全年

南阳市城区南阳市城区。。 ⑨⑨66 河南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栀子李栀子 摄摄

不久前召开的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让更多人的目光聚焦

到南阳。

此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与信阳、驻马

店协作互动，建设豫南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省级层面首次“官宣”南阳为副中心城市，沸腾了南阳这座豫

西南重镇。白河两岸，大潮涌动；卧龙之地，腾飞有期。

□本报记者 董学彦 孟向东
沈剑奇 于晴

米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