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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它的名字折射着近70载的时代变
迁，镌刻在河南博物院、黄河迎宾馆等
城市地标的厚墙之上，也书写了塞内
加尔友谊体育场、马里议会大厦等海
外援建工程的友谊华章。

195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建筑工
程局成立；1986年，改制为河南省建筑
总公司；2008年，改制为河南省建设集
团。如今，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企业”
走进了春光烂漫的新时代，2022 年 3
月 13日，河南中豫建设投资集团（以下
简称“中豫建投”）揭牌运行。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在现代化
河南建设的征程上，涅槃重生的中豫
建投又将留下怎样的足印？

“中豫建投是以省建设集团为基
础，引进央企作为战略投资者组建而
成的。”3月 25日，中豫建投负责人高
山林表示，中豫建投将发挥省管建筑

企业的平台优势，深化央地合作，快速
壮大资产、做大规模、做强实力，成为
全省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公共交
通、医疗卫生、大型场馆等社会公共服
务领域建设以及应急工程建设的主力
军，引领河南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
场，“建筑豫军”是其中一支不可小视
的力量，他们数十年来纵横驰骋、开疆
拓土，打造了“林州建筑”“长垣防腐”

“项城防水”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品牌。
然而短板也很明显。“河南建筑业

产业规模虽位居全国前列，却长期存
在着建筑企业‘弱、小、散’，核心竞争
力不强的发展瓶颈。”高山林说。

看发达地区，2020年上海建工实现
营收 2300多亿元，北京城建实现营收
1200多亿元；再看同为中部省份的山
西，山西建投在完成公司制改革后，迎来
全新的发展阶段，2021年营收突破千亿
元大关。反观河南的建筑企业，历年来

营收能够上百亿元的实属凤毛麟角。
“建筑豫军”呼唤“领头羊”，更期

待“大建工”。
“我省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战略，为建筑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
机遇。”高山林说，中豫建投将充分发挥
国有资本的引领带动作用，实施跨所有
制、跨区域整合，再造产业优势、行业优
势，构建投资引领、产业支撑、产融结
合、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我们正在搭建‘零碳建筑’实验
室，加快带动产业向绿色低碳进军步
伐。”高山林表示，以科技创新打造产
业现代化体系，是中豫建投赢取未来
的核心举措——建立科技创新平台，
完成省级技术中心和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组建，推广绿色建造、智能建造，
将 BIM 技术、装配式建筑广泛应用于
重大工程项目中，“最终拿出全省经典
工程、地标工程。”

高山林认为，建筑业实现转型升

级，不能仅仅局限于“建设”项目，更要
主动“创造”项目，实现换道领跑。

目前，中豫建投已成立全省第一
家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平台，聚焦
土地整理、老旧小区改造，推动城市空
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组建了省级
静态交通投资建设运营平台，助力智
慧城市建设；在浚县实施美丽乡村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描绘乡村振兴
蓝图；在我省多地建设分布式光伏电
站，探寻新基建带来的新动能。

“到‘十四五’末，中豫建投将力争
成为我省建筑业航母企业，进入全国
省级建 筑 类 企
业前十和中国
企 业 500 强 行
列 。”高 山 林
说。

“ 大 建 工 ”
时代正向我们
走来。③8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杨明 邢亚丽

每年三四月份是羊肚菌采收的季
节，这些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伊州区大泉湾乡圪塔井村种植羊肚菌
的农户心里乐开了花。3月 23日，正
在大棚里采摘羊肚菌的农户告诉记
者，目前市场上每公斤新鲜羊肚菌零
售价在 150元左右，一座大棚能收四
五百公斤。他们的羊肚菌之所以能种
得这么好，多亏河南产业援疆提供了
优质羊肚菌种源和先进栽培技术。

村民裴云定是圪塔井村较早种
植羊肚菌的人。早在 2018 年，他就
和几名农民成立了伊州区江丰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在 3座大棚里小规模
试种羊肚菌。可由于缺乏优质种源
和先进技术，那时的单棚产量只有
100多公斤。

2020 年，裴云定的羊肚菌种植
事业迎来转机。哈密市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千方百计与河
南省中农种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并
通过产业援疆方式将企业成功引入
哈密，注册成立了新疆天山雪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从此，“天山雪菇”的技术人员便
长期驻扎在圪塔井村，手把手向当地

村民传授羊肚菌种植技术，还帮助他
们联系客户、开拓市场。

“在河南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我
们村羊肚菌的种植规模从最初的 3
座大棚发展到如今的 100 座。今年
单棚平均产量在 400公斤以上、产值
超过 6万元。那些种得好的棚，甚至
能收五六百公斤，这是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裴云定说。

“下一步，我们要带动更多专业
合作社、乡（镇）种植羊肚菌，并持续
研发适合当地的新品种。”“天山雪
菇”董事长李彦忠看到今年羊肚菌丰
产又丰收，由衷地为村民们高兴。

如今，越来越多的圪塔井村农户
希望加入羊肚菌种植行列。村民张
根芳从去年开始在羊肚菌种植大棚
里打工。“我不仅收入增加了，还学到
了种植技术。今年秋天我也想种几
棚羊肚菌。”她笑着说。

作为一名河南援疆干部，哈密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志勇一直在为
企业与农户牵线搭桥、出谋划策。“我
们将充分发挥羊肚菌产业的示范推
广、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政策倾斜、资
金支持等，让羊肚菌能够早日成为哈
密市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带动更多农
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作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他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3月 28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商务部“2021 年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评估”结果
出炉。评估共分为四档，我省郑州综
试区综合排名处于第一档——成效明
显（全国共 10个），洛阳综试区、南阳
综试区综合排名处于第二档——成效
较好（全国共50个），总体表现突出。

据了解，这是商务部首次对全国
前五批共 105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开展建设进展评估。主要考量综
试区方案实施、工作机制建立、便利化
政策落实、年度进出口额、年度出口增
速、企业建立海外仓数量等 40多个指
标。评估结果分为“成效明显”“成效
较好”“成效初显”和“尚在起步阶段”
四个档位。

跨境电子商务是我省对外开放的
一张亮丽名片。近年来，我省深入推
进“网上丝路”建设，不断开创新局
面。当前，全省共有郑州、洛阳、南阳3
个跨境电商综试区；郑州、洛阳、南阳、
商丘、开封、焦作、许昌 7个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试点城市。2021年，全省跨
境电商交易总额达 2018.3 亿元，同比
增长 15.7%，跨境电商企业发展至
8770家。

作为全省跨境电商发展的主阵
地，郑州综试区业务规模增长快速。
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0）》显
示，郑州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位
居全国综试区城市第 3（仅次于广州、
东莞），省会城市第 2（仅次于广州）。
2021年，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1092.47亿元，同比增长17.35%。

在南阳，综试区带动该市跨境电
商企业快速增长。去年，该市跨境电子
商务进出口额 134.2亿元，居全省第 3
位。全市从事跨境电商的企业超2000
家，产业链带动就业人数达 18万人。
据阿里巴巴及敦煌网数据分析，南阳市
跨境电商B2B月均询盘数在中西部地
区除省会城市外名列全网第一。

洛阳综试区聚焦开展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试点和 B2B 出口试点（9710、
9810）业务，累计实现通关 70 万单。
以跨境电商为引领，该市已形成了工
程机械、办公家具等新兴出口产业集
群。

“我们将积极争取更多跨境电商综
试区落地河南，不断扩大开放阵地，同
时依托综试区深化跨境电商制度创新，
以创新促发展，助力‘网上丝路’越织越
密。”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③5

河南跨境电商在全国“大考”中表现突出

郑州综试区位居第一档

中豫建投：建工开启“大”时代
——“河南国资重构版图”系列报道之四

河南“天山雪菇”
为哈密农户撑起“致富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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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3月28日，
律师李亮伟代理的一个案件要立案，
可他没有去法院，而是来到律师事务
所，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了电脑。

只见他登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
网，点击“律师平台”，输入账号和密
码，进入系统后，开始熟练地输入立案
信息，扫描上传诉讼材料，提交立案。

“以前去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排队
要花费很长时间，现在只需要几分
钟。”李亮伟边说边轻点回车键，完成！

这得益于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的
智慧法院建设，科技与审判执行、诉讼
服务、司法管理等法院工作相融合，形
成了全链条、全节点、全流程无纸化办
案模式。3月 25日，在最高人民法院
辖区无纸化办案经验交流研讨视频会
议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介绍了我
省法院“无纸化办案”工作经验。

通过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提交的
电子材料，立案后直接进入电子卷宗
系统，无需再次提交纸质材料。立案
材料入库后，通过文字识别技术智能
回填、生成案件信息表，自动发送立
案成功短信，一键生成案件受理通知
书、缴费通知书等并电子送达。立案
成功后，系统自动对案件进行繁简分

流，实现案件合理分配，有序流转。
“明天我有两个案件都是网上开

庭，当事人坐在家里就能参加庭审。”
3月 28日，省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李
红芬告诉记者，智慧法院建设不仅可
以满足互联网开庭、远程提讯等，还
支持庭审全流程无纸化，“法官开庭
不用带纸质卷宗，线上质证、智能语
音转写、在线签字等全部能实现。”

“无纸化办案”不仅为当事人节
省了大量时间和诉讼成本，也提高了
法院的工作效率。“庭审结束后，庭审
录像和电子笔录经核对自动入卷，通
过智能辅助系统制作文书，加盖电子
签章，让法官从庞杂的事务中解脱出
来。”李红芬说。

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处处长王
晓东介绍，“无纸化办案”还体现在送
达环节和卷宗归档，一键归档让书记
员告别了繁重的扫描、订卷工作；有
了全省法院集中送达平台，法官再也
不用“跑断腿”，当事人随时随地都能
在手机上接到文书。

“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是智慧法
院建设结出的硕果，为的就是让人民
群众能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公平正
义。”王晓东说。③5

河南法院“无纸化办案”经验
在全国推广

建设中的许昌体育
会展中心（一期）工程（3
月 28日摄）。该项目的
建设内容为主体育场，
总建筑面积为 5万多平
方米。项目建成后能够
承办国家单项赛事和省
级综合性运动会，对于完
善城市功能、丰富群众体
育文化生活起到积极
作用。⑨6 牛书培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3月28日，中国十
大名茶之一——信阳毛尖正式开采。

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面对媒体
镜头，通过视频宣布 2022 年信阳毛
尖茶正式开采，诚邀全国宾朋到中国
毛尖之都尝鲜赏景。

春光明媚，浉河区浉河港镇新晋
的 4A级旅游景区——文新茶村，漫
山遍野的茶树经过春雨的滋润，青翠
欲滴，嫩绿吐舌的新芽儿，一片挨着
一片。三五成群的采茶女手挽小茶
篮，脚踩绣花鞋，赶着趟儿地来了，她
们在茶山上不停地穿梭，不一会儿，
小篮子就满满当当了。

作为信阳毛尖主产区，近年来，
信阳市浉河区紧紧围绕茶产业这张
闪亮的名片，加快转型升级，强化品
牌理念，深化校地合作，努力推动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浉河区
茶叶总产量 4.9 万吨，涉茶综合产值
95亿元，信阳毛尖品牌价值达 71.08
亿元，位列全国第三，在第 17届中国

茶业经济年会上一举斩获中国茶业
百强县和“三茶”统筹十大先行县域
两项殊荣。

“茶产业不仅是我们的特色产
业，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支柱产业和
富民产业，区以茶名、民以茶富的目
标正逐步成为现实。”浉河区委书记
于海忠说。

同时，浉河区也加大了对龙头茶
企的培育扶持力度，加快组织化进
程，提升茶叶产业化水平，文新茶叶、
广义茶叶等茶企也驰名大江南北。

“为进一步提升信阳毛尖品质
和标准化生产，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仲华牵头，研发制造出了一条独
具信阳毛尖特色的智能化生产线，
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生产
成本，而且实现了标准化生产。”信
阳市茶产业协会会长、文新茶叶公
司董事长刘文新告诉记者，“作为茶
企，我们要倍加珍惜信阳茶产业发
展的大好机遇，把小茶叶做成富民
大产业。”③5

信阳毛尖开采了

3月28日，采茶女正在采摘新茶。⑨6 郝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