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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本报通讯员 李怀

“真没想到，我们一声诉求，企
业不但没停产，外贸订单也没受影
响，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给我们提
供服务指导。”3月 23日，洛阳名特
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名特智能”）主要负责人，说起公司
去年引进大型设备的事情，仍心存
感激。

该负责人介绍，去年公司年产
80套高端智能设备及加工装备技术
改造项目建成投产后，先后引进了
激光切割机、数控车床等设施设备，
因不懂程序、不知标准，未经安全验
收便投入使用，违反了《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

“当时企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
阶段，受疫情影响经营也比较困
难。我们希望不停产积极整改，避
免影响外贸订单，执法人员能多进
行一些服务指导。”企业负责人回
忆。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助企联络员
了解到企业诉求后，指派市安全生
产执法支队立即进行服务指导。助
企联络员在指导企业履行手续时，
得知企业后续还有设备更新，就主
动帮助其办理隐患整改延期手续，
并将安全验收评价业务合并办理。
去年年底，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
的前提下，所有问题整改到位，企业
不仅外贸订单未受影响，还实现了
产销两旺。

一声诉求，企业无忧。名特智
能保障了正常生产，公司负责人长
舒一口气。

在 3月 17日召开的洛阳市“万
人助万企”工作推进会上，这起“一
声诉求，企业无忧”的事例，成为与
会人员热议的话题。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工作大局。

洛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求，政
府就要当好“店小二”、做好“贴心
人”，全力以赴帮助企业破解存在的
痛点堵点难点问题。

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
来，洛阳市坚持把活动开展作为稳
定经济基本盘的有效抓手。成立以
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
的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市委全会和市委经济工作
会先后作出安排部署，市委常委会、
书记专题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听
取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
的重大问题。

全市36名市级领导分包213家
市级重点企业，协调解决问题 290
余个，推动全市形成“抓产业、帮企
业、推项目”的浓厚氛围。市县两级
1252名干部走进1911家重点企业，
落实常态化帮扶，市政府 16个工作
组“一对一”分包县区开展驻点指
导，推动建立“两库一台账”（助企干
部库、重点企业库、问题台账）和企
业反映问题收集“1+4”平台，落实问
题办理“四单”制，实现“现场解决—
分级协调—专班交办—督查反馈”

全流程办理，周研判、旬汇总、月通
报机制和不定期专项督查活动成效
明显，企业满意度不断提升。

据统计，自活动开展以来，洛阳
市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3698个，办
结3615个。

万 人 助 万 企 ，发 展 增 活 力 。
2021年，洛阳市规上工业利润265.8
亿元、同比增长 52.6%，均居全省第
二；高新技术产业、六大高成长性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提
高至43.9%、33.8%。今年前2个月，
全 市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7.2%，60户重点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31.3%，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4.8%、居全省第 5位，工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 5.18%，高于全省 0.18 个
百分点。

洛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下一步，洛阳市要坚持把开展“万人
助万企”活动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长久之策，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
增强工作针对性，着力解决企业实
际诉求，丰富惠企助企内容，营造亲
商助商氛围，推动“万人助万企”活
动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③7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我省灾后恢复重建累计完成投资
933.51 亿元，全省冬小麦播种面积稳
定在 8500万亩以上，496.24万受灾困
难群众温暖过冬，111个集中安置点全
部开工建设……

3 月 23 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
我 省 多 措 并 举 落 实 国 务 院 批 复 的
《河南郑州等地特大暴雨洪涝灾害
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
《总体规划》），灾后重建工作进入集
中攻坚期。

规划明确任务 干部下沉基层

灾后恢复重建涉及乡村住房、水
利等各方面，范围广、任务重。《总体规
划》为我们明确了目标任务，我省如何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据悉，我省已经构建了以《总体规
划》为引领的“1+N+X”统一规划体
系。具体来说，“1”即《总体规划》，“N”
即市政、乡村住房、水利、农业林业、教
育、医疗卫生、交通、能源、通信、应急、
文旅、文物等12个领域专项规划，“X”
即9个重灾省辖市实施方案，形成任务
明确、边界清晰，全省“一盘棋”的规划
合力。

目前，12个专项规划已经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印发实施，9个省
辖市实施方案大部分已印发实施或经
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

同时，我省坚持把灾后恢复重建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民生工程，
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12
个专项小组，把灾后重建作为重中之
重抓实抓牢，统筹推动各项工作。针

对27个重灾县“一对一”建立省领导联
系和省直部门分包帮扶工作机制，省
级共选派 124名干部下沉帮助开展工
作，市县逐级跟进，做到“省包县、市包
乡、县包村”。

实物成果可见 灾后帮扶可感

灾后重建等不得、慢不得。春
节前后，浚县、巩义市等重灾区受灾
群众喜迁新居。截至目前，灾后重
建实物工程量可见，政府帮扶可知、

可感。
截至今年 2 月底，全省灾后恢复

重建项目累计开工 2.96 万个，竣工
2.45 万个，累计完成投资 933.51 亿
元。

粮食生产保持稳中向好，全省冬
小麦播种面积稳定在 8500万亩以上，
与常年基本持平，总体长势好于预期，
Ⅲ类高标准农田修复全部完成。对全
省 496.24 万受灾困难群众，以家庭为
单位，逐户建立帮扶台账，足额发放救
助资金、补偿资金。倒损住房重建全

力推进，受损村民住房中，修缮加固
类、原址重建类及货币化安置类均已
全部完成，111个集中安置点已全部开
工建设。水毁水利工程全面修复，投
资 71.33亿元对 4312个水毁度汛工程
进行修复，开工率超过九成，完成投资
53.69 亿元，计划汛前建成发挥作用。
水毁基础设施加快重建，全省重要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建项目开工
率超 90%，累计完成投资 388.03 亿
元，因灾受损工商企业生产经营已恢
复正常。

未来工作把握四个关键节点

当前，我省灾后重建已从规划
编制期、项目谋划期进入到规划实
施期、集中攻坚期。为确保《总体规
划》明确的各项任务和项目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我省将全力以赴加快
建设，按照今年汛前、年底前、明年 8
月底前、“十四五”期间四个节点，建
立规划内要完成的 4 类项目清单，便
于市县对标对表，倒排工期、加力推
进。

开展年度攻坚，确保3月底前总体
规划中明确的项目全部开工。特别是
把倒损住房重建作为头号民生任务，6
月底完成集中安置住房主体建设，10
月底前搬迁入住。

突出安全度汛，确保水毁工程修
复、城市排涝工程以及病险水库堤坝、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地质灾害排险除
患等工程6月底前全部完成。

同时我省将做好资金管理，抓好
群众生产，严守安全底线，强化监督检
查，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向党中
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优秀
答卷。③9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一键扫码
认证登录、一键调用信息共享……在
信阳市，企业可以用电子营业执照完
成在招投标领域的深度应用，招投标
实现全程电子化。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3月
21日，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式
通过其公共资源交易应用平台发布
网上招标文件，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
印章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的深
度契合应用正式上线运行。

据了解，作为国内首家符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的电子营业执照
契合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用的解决
方案，这是信阳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第一家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同
步生成与系统上线应用试点、实现电

子营业执照关联许可证上线运用之
后的又一改革创新成果。

对于参加招投标的企业而言，将
获得哪些便利？

首先是可以“一键扫码认证登
录”，即通过下载并使用电子营业执
照APP、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扫一扫
登录，即可在线办理企业注册、登记、
入库等相关信息。其次，可“一键调
用信息共享”，即企业登录主体信息
库后，在线共享电子营业执照企业基
本信息资料数据。

此外，还有“一键授权多人使
用”，即企业法定代表人具有最高权
限，也可授权单位证照管理员使用电
子营业执照在该交易平台进行相关
操作。③6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周强 李沛莹）3月 24日，记者从省地
矿局获悉，该局第二地质环境调查院
在 开 封 市 通 许 县 发 现 地 热 资 源
1463.96 亿立方米，相当于 29.5 亿吨
标准煤。

据介绍，2019年以来，第二地质
环境调查院在通许县、尉氏县、扶沟
县进行岩溶热储地热资源调查，通过
调查估算，在“通许凸起”中部工作区
地下 3000 米以上，储存岩溶热水
1463.96 亿立方米，该项目日前顺利
通过了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验收。

第二地质环境调查院院长卢予
北介绍，该项目在分析“通许凸起”所

在区域地质构造特征的基础上，通过
开展地热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
地热钻探等工作，对 3000 米深度内
各热储层开发利用适宜性和开发利
用潜力进行分析，指出不同热储层地
热开发利用方向，提出地热资源开发
与保护措施，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和
进一步勘查提供了数据支撑。

与此同时，河南省地矿局航遥中
心利用地球物理技术对通许县城区清
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进行了勘查，旨
在查明通许县及周边地热地质条件、
不同热储的分布范围，确定当前亟待开
展供热区域的地热资源量情况，为通许
县今后开展地热供暖提供依据。③9

我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新进展

截至上月底，重建项目竣工2.45万个

全国首家

信阳实现电子营业执照
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应用

3月23日，地处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千里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农机具，确保市场供应充足。⑨6 李新义 摄

通许发现大规模地热资源
相当于29.5亿吨标准煤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 通
讯员 胡志山）“这两天将有一批价值
300 多 万 元 的 蔬 菜 种 子 出 口 到 日
本。”3月 24日，位于济源的河南绿茵
种子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
李丹告诉记者，这将成为首批从济源
走出国门的蔬菜种子。

河南绿茵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蔬菜种子生产研发的
科技型企业。该公司依托王屋山区
天然的隔离屏障、独特的气候和良
好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累计开展
了 400 多个品种蔬菜种子的生产。
目前，该公司生产的甘蓝、白菜种子
已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30%，并推动

济源成为河南省最大的蔬菜制种基
地、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制
种基地、全国最大的洋葱杂交种子
生产基地。

近日，济源海关在对该公司的企
业资质、种植基地、加工车间及相关
材料进行评审后，对这家有出口潜质
的企业开展“一对一”政策指导，帮助
其编撰出境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注册
登记服务手册等，并为其办理各项蔬
菜种子出口所需资质，以助力蔬菜制
种企业大力发展国际贸易。

李丹直言：“在海关的大力帮助
下，企业打开了‘国际之门’，从此济
源的蔬菜种子将走进国际市场。”③6

河南最大蔬菜制种基地
种子首次走出“国门”

一声诉求 企业无忧

□本报记者 孙静

3月 21日，凭借日方签发的一张RCEP原产地证书，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从郑州海关获得了9万元
的进口关税减免。

“这批减税货物是我们从日本进口的丰田喷气织
机，RCEP生效后，这种织机的进口关税税率从今年起每
年降低 0.5%，预计今年一年就能为公司减免关税 84万
元。”该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鹏说。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同一天尝到了RCEP关
税减让的“甜头”。该公司从日本进口的一批重要原材
料纺织纤维用油剂，节省了3万多元进口关税，预计全年
可减免关税58万元。

随着RCEP的落地，我省产业发展正迎来更多深层
次利好。

光远新材料公司是国内电子级玻纤产品制造领域
的龙头企业，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新布局建设
的 5G用超薄电子级玻璃纤维布产业化项目，在关键环
节打破国外垄断，弥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技术短板，是
我国5G、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的重要支撑。而此次该公
司进口的喷气织机，就是应用于新项目产业链上的关键
设备。

李海鹏介绍，按照产业布局，公司六期 5G超薄电子
布项目、七期年产 1亿米高性能电子布项目均需从日本
进口大量织机，“随着关税的逐步降低，将有利于我们以
更低的价格引入更多高端技术设备，从而不断强化整个
产业链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郑州海关关税处处长张敏介绍，结合我省优势产业
梳理 RCEP 关税减免产品目录可发现，我省从日本等
RCEP成员国家进口较多的部分电气控制装置、汽车零
配件、纺织原料、金属原材料等产品，均在不同程度上享
受到了RCEP的政策红利。以未锻轧铜及铜材这一重要
原材料为例，其进口关税在今年直接从2%降为零，为省
内相关制造业节约了大量成本。

国外高端设备及关键原材料以更低价格进入国内，
在为企业发展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将倒逼省内相关同质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寻求更广阔
市场。

为帮助更多企业充分享受RCEP利好，今年以来，郑
州海关持续加大靶向帮扶力度，全方位开展RCEP专题
培训，指导企业用好成员国降税承诺，最大化发挥协定
效力。

张敏介绍，根据RCEP成员国降税安排，部分商品采
取分阶段、逐年降税的模式，随着协定的深入实施，降税
幅度会逐步加大，直至关税降为零，企业的获得感也会
越来越明显。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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