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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杨凌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的
严峻形势，如何顶住压力、稳住经济
大盘？“今年以来，郑州市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
进促稳，从六个方面着力，进一步激
活存量、扩大增量、优化常量、抓好变
量，全力稳住经济大盘。”6月 2日，郑
州市市长何雄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

一是政策直达保企业。全面落实
国务院和我省稳住经济大盘相关政
策，细化出台8个方面45条具体举措
和实施细则，依托“万人助万企”活动
推进政策进企业，确保惠企利民政策
应知尽知、应享快享、应享尽享。打好
退减免缓补增组合拳，全面推进留抵
退税，预计全年退税400亿元，惠及企
业2万家；对全市161万户市场主体特
别是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
业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免
收滞纳金，预计阶段性缓交费用近 1
亿元支持企业发展；对服务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减免3
至 6个月租金，鼓励非国有房屋减免
租金，全年累计减免租金2亿元以上；
实施阶段性社保费缓缴政策，预计全
年降缓返补社保费近 32 亿元；拿出
100亿元财政性存款支持金融机构开
展小微普惠、科技创新等再贷款，带动
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贷款增长
20%以上，精准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二是紧盯项目强投资。滚动实施
“三个一批”活动，对接落地华为、美的
等一批“链主”企业，加快推进比亚迪新
能源等一批龙头项目建设，将8个领域
900多个项目纳入重点项目管理，完成
投资4670亿元；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提
升，确保全年技改投资增长30%以上；
推动开发区扩区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对开发区内低效用地谋划一批提升改
造项目；年内完成200个小微企业园改
造，推动6000家以上小微企业入园发
展，支撑带动上半年工业投资增速达

30%以上。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
资，推动总投资87.98亿元的7个高速
公路项目，总投资1374亿元的19个道
路快速化工程项目加快进度。强化城
市更新，抓好芝麻街1958双创园等16
个成熟项目，谋划推进二七商圈、商城
片区、新密古城、金水河一河两岸等98
个城市更新项目，力争年内投资规模达
到1000亿元。抓好中原大数据中心等
84个新基建项目，确保全年新建8000
个 5G基站、112个充电站、2000个充
电终端，加快城市视联网、物联网、车联
网建设。加快推进2216个灾后重建项
目建设，积极对接国开行3000亿元棚
改资金，确保6月底前集中签约6万套
安置房。

三是以点带面促消费。开展好第
三届“醉美·夜郑州”消费季系列活
动，用好 3.8亿元的百货、餐饮等消费
券，带动市场消费近 100 亿元；允许
在划定区域和固定时段开展外摆经
营，增加城市烟火气；鼓励实体店、商
品交易市场等改造升级、延长营业时
间，编制《夜间消费地图》，培育一批
24小时“不打烊”特色店铺。加大汽

车购置、以旧换新、增值服务补贴，开
展家电家居下乡、绿色智能家电补贴
等活动，持续稳定大宗消费。开展

“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出台二手房装
修装饰、家电更换补贴政策，满足群
众多元化住房需求。抓好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九大工程建设，盯住跨境商
品展示消费中心、德化步行街改造提
升等一批重点项目，打造县区网红打
卡地和特色消费地标，营造丰富多样
的消费场景。

四是强基固本抓创新。推动省
科学院与中原科技城、国家技术转移
郑州中心“三合一”融合发展，优化提
升 260平方公里总体规划，打造全国
重要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策
源地；推进嵩山实验室和黄河实验室
建设，提质发展全省首个人才创新创
业试验区，加快建设超短超强激光平
台。加快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建设，着力在智能物流、
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新突破，打造
100个智能工厂（车间），推动上云企
业超3万家。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
计划，力争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0家以上，新增科技型企业 1500
家以上，总量突破2万家；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规上工业研发经费增长 17%
以上，对未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一企
一策，力争年内覆盖率达 65%以上，
带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 330
亿元。加快智慧岛建设，推动智慧岛
实体化市场运营，聚集双创载体30余
个、私募投资基金机构 200 余家、大
数据企业200余家。

五是创新突破抓开放。高标准
建设自贸试验区 2.0 版，建立自贸试
验区郑州片区、中原科技城、自创区
郑州片区政策共享机制，发展临空偏
好型、高铁偏好型、港口偏好型产
业。推动“四条丝路”提质扩量，在拓
展网络、深化运营和聚合融合上下功
夫，力争全年郑州机场客货吞吐量达
2400万人次、75万吨，中欧班列（中
豫号）开行超 2000列，铁海联运达到
2万标箱。积极对接RCEP经贸新规
则，探索建设 RCEP 经贸合作示范
区。实施高质量招商“125”计划，力
争签约总额突破 6500亿元。办好全
球跨境电商大会、国际智能网联汽车
大赛等重大赛会活动，引进落地一批
高质量项目。

六是多措并举保就业。通过在
郑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等扩大招聘规
模留郑一批，街道（乡镇）、社区（村）
提供基层社会服务岗位留郑一批，引
进知名企业在郑设立区域总部、产业
研究院等增加高收入就业岗位留郑
一批，吸引海内外青年人才回乡就业
创业一批等“四个一批”措施，吸引各
类人才留郑入郑。开展“高校毕业生
就业促进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10+N”公共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
采取“线上+线下”模式，累计提供就
业岗位 44.4 万个。严格落实吸纳农
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对创业人员申请
担保贷款实行财政全额贴息。深入
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确
保全年完成技能培训40.5万人次，新
增技能人才39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14.3万人。③5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
报社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我们
引入三个院士专家团队，在光导照
明、隔热采光和光学高效农业三大
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将成为引领
未来光电产业前行的核心力量。”6
月 6日，在南阳东方光微研究院揭
牌仪式上，南阳中光学集团董事长
李智超激动地表示。

揭牌仪式在南阳院士小镇举
行。这家由政府设立的创新性研发
机构，刚“出生”就很惊艳：以“何季
麟院士关键金属产业化基地”“姜会
林院士先进光学产业化基地”“王立
军院士光学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
为重点，联合清华大学、兰州大学、
郑州大学等和本地高校创新团队，
围绕中光学集团等龙头企业，将打
造一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和光电产
业发展的新赛道。

“我们与东方光微研究院共同
设立关键金属产业化基地，将能够

实现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的深
度融合。”作为该研究院的战略合
作单位，中原关键金属实验室负责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季麟看好双
方合作：实验室从“0”到“1”的原始
创新，在这里将落地开花——实现
从“1到 100”的技术成果转化和产
业升级，保持我省在相关领域的领
跑地位。

南阳人才发展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设立东方光微研究院是落
实我省创新驱动、人才强省战略的
具体实践，该机构将采用市场化运
营机制，下设产业化基地、研究中
心等组成部门，依托中光学集团

“聚链成群”，聚焦阳光采光、阳光
照明、光学农业三大领域，拓展、培
育千亿元级光电产业应用市场，为
建设国家绿色双碳光产业创新基
地，推动南阳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有
力支撑。③7

兄妹继承起纠纷
上门调解续亲情
——“民法典进农村”以案说法系列报道之二

3名院士领衔开辟产学研新赛道

南阳东方光微研究院揭牌

关于向社会公布河南省“打假治敲”
专项行动举报电话的公告

为持续深入开展全省“打假治
敲”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新闻敲诈和
假新闻等违法违规活动，严肃纠治
有偿新闻，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秩
序，营造清朗健康的舆论环境，切实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社会
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有新闻
传播活动违法违规线索，可拨打电
话举报或将线索材料发送至邮箱。

全省各地举报电话及邮箱：
省委宣传部
电话：0371—61680129、

61680118
邮箱：djzqts@163.com
郑州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1—67181086、

67183170
邮箱：zzcmglc@163.com
开封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1—22196288
邮箱：sp3857352@163.com
洛阳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9—63923912
邮箱：wanjuanshu@lytv.com.cn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5—2661079
邮箱：pdsdjzq@163.com
安阳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2—2550476
邮箱：aysshb@163.com
鹤壁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2—3316536
邮箱：hbxwk605@126.com
新乡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3—3698876
邮箱：xxshdf@163.com

焦作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1—3568894
邮箱：xcbcbysfxk@126.com
濮阳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3—6668528
邮箱：pyswxcbcbglk@163.com
许昌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4—2963313
邮箱：zyc8505@163.com
漯河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5—3117002
邮箱：lhxwcbj@126.com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8—2928389
邮箱：hnssmxxwcbj@126.com
南阳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7—63398659
邮箱：nydjzq@126.com
商丘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0—3289860
邮箱：sq3289238@126.com
信阳市委宣传部
电话：0376—6366753
邮箱：xysshb2014@163.com
周口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4—8281579
邮箱：zkxwcb@163.com
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电话：0396—2600789
邮箱：zmdcmjg@126.com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
电话：0391—6633503
邮箱：jyxwcbdyj@163.com
航空港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
电话：0371—85516053
邮箱：zzhkgqxcc@163.com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叔父去世，留下 3万余元遗产
未作处理，侄子、侄女能否继承？”不
久前，调解员向汝州市法院的法官
王少磊打电话咨询。

原来，调解员正在调解一起代
位继承纠纷案件，侄子、侄女要继承
叔父的遗产，以前没有遇到过此类
纠纷，这可难住了调解员。王少磊
答复：“以前不能继承，民法典实施
后，侄子、侄女可以代位继承叔父的
遗产。”

基本案情

郭老汉一生未婚，也没有子
女，只有一个哥哥早年已经去世。
哥哥养育了一子二女，也就是郭老
汉的侄子和两个侄女。郭老汉因
病去世后，留下 3万余元存款，他生
前跟随侄子生活，由侄子照顾饮食
起居，后事也由侄子操办。因为这
笔遗产的继承问题，侄子和两个侄
女发生了纠纷。侄子一纸诉状将
两个妹妹告到法院。该案是家事
纠纷，为了修复当事人之间的亲情
关系，法院将案件委托给蟒川镇诉
调对接工作站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王少磊作为蟒
川镇诉调对接工作站的负责人，多
次和调解员一起来到村里，从法
律、民俗、亲情多个角度释法明理，
耐心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终于促
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侄子继承
叔父的遗产，两个侄女放弃继承。

随后，双方共同到汝州市法院申请
司法确认，制作民事调解书。兄妹
冰释前嫌，重续亲情。

法官说法

本 案 是 一 起 新 型 的 继 承 纠 纷

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

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这

是民法典的亮点之一，扩大了代位

继承人范围，新增了侄子、侄女、外

甥、外甥女可代位继承的规定。处

理家事纠纷，法院要兼顾法、理、情

的统一，努力通过调解的方式彻底

化 解 纠 纷 ，尽 力 修 复 家 庭 成 员 关

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汝州市人民法院钟楼人民法
庭副庭长 王少磊）

记者手记

财产有价，亲情无价。生活中

屡 见 因 为 分 割 财 产 引 发 亲 人 之 间

反目成仇的案例，有些甚至会酿成

人间悲剧。在利益面前，亲人之间

应该多一点沟通、少一点冷漠，多

一点关爱、少一点私心，珍惜人世

间的亲情，善待自己的亲友。家庭

是社会最小单元，家事纠纷关系社

会和谐稳定，在婚姻家庭案件审理

中，法官不能一判了之，更应当“有

为而治”，常怀仁慈之心并富有办

案智慧和艺术，实质性化解矛盾，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③9

郑州：六大举措稳住经济大盘
——专访郑州市市长何雄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形势动荡影响，经济发展

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省各地深入贯

彻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根据资源禀赋不同采取多种扎实有效措施，尽

最大努力保障企业有序运营、项目正常施工，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力争实现第二季度目标任务“双过半”，为经济发展“全年

红”奠定坚实基础。本报从即日起推出“稳经济促增长各地有何

高招”系列高端访谈专栏，采访 17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的主要

负责人，请他们谈当地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锚定

“两个确保”，扎实推进“十大战略”实施，以“三个一批”为抓手，

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打出组合拳、

激发新动能，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千方

百计谋发展的努力和成果。③6

编者按

稳经济促增长各地有何高招·高端访谈

▶▶ 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

□本报记者 刘春香

6月 6日，芒种。
从去年的麦熟城开到又一次遍地金黄，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走过了一年。
这一年，河南的这个新文化地标，经历了

五次开城闭城，一波三折的坚强，传递的不仅
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更是整个文旅行业
拼搏奋斗的精神。

当天，“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首次发布年
卡，为推动文旅消费持续回暖再出新招。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不是孤例。当前，
全省各部门、旅游市场主体等，抓住 6月份这
个关键性节点，发布多项促进文旅消费举措，
坚定不移推进文旅业复苏，为即将到来的暑
期旅游消费旺季打下坚实基础。

稳文旅经济 增消费动能

6月，对整个文旅业来说，是关键点、转折
点。在多重利好信号的释放下，端午假期旅
游提振了市场信心。端午节三天假期，全省
共接待游客851.97万人次，比今年清明假期、
五一假期有大幅增长，全省文旅市场回暖向
好，游客接待量居全国前列。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认为，端午

节假期可能成为2022年度旅游经济运行止跌
回升的转折点，并为暑期和下半年旅游经济运
行奠定稳中向好、好中向优的市场基础。

“我们只有全力打好6月文旅市场复苏攻
坚战，才能抓住马上就要到来的暑期消费旺
季。”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目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已梳理出 9
大类 42项和文旅行业相关的具体纾困助企
政策，建立“政策直通车”，为企业纾困解难。
首批 63家省级文旅白名单企业已经确定，推
动1000人以上景区建立核酸检测屋，建设跨
市游“一码通”。

抓住本地游 各地出妙招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本地游成为
主流消费趋势，抓住本地游是现实的选择。

围绕“要让本地人常来”的目标，郑州银基
国际旅游度假区推出一系列举措，本次开园即
迎开门红，人气旺盛。银基文旅集团董事长李
东铭介绍，银基采用“经典项目+创新产品”的
模式，不断推出新品，对经典项目进行换新升
级。通过“云岩湖森林露营地”“中原首家尾波
冲浪”“欢腾国际大马戏”“乐海水世界”等新玩
法，大大提升了本地游客的消费频次。

为支持银基等文旅企业稳住大盘、快速

恢复，郑州市将发放 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
鼓励各景区夜游。6月至 10月，举办“郑州非
遗购物节”“黄河风艺术市集”等系列文旅消
费助企惠民活动。

从 6 月 2 日起至 8 月 31 日，南阳市以县
（市、区）为单位，每周一县（市、区）、推动“市
县互游”“县县互游”。

拿出“大礼包”真情引客来

安阳市拿出真金白银，刺激市场复苏。6
月 9日至 8月 31日，全国所有中考、高考考生
游览安阳市主要景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
景区首道门票。

促消费，三门峡市拿出“大礼包”。6月和
7月两个月，虢国博物馆、函谷关、陕州地坑院
等景区实施门票半价等优惠。东坡驿栈、归
园田居、山水隐庐·隐居乡宿等多家网红民宿
也纷纷打折。

同时，为鼓励团队引客，三门峡、开封等
地对组织旅游专列、旅游大巴、自驾旅游、研
学团队的旅行社进行奖励。

文化旅游业是促进消费的主阵地，促进
就业的主战场。在促进旅游复苏过程中，面
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省文旅业顽强拼搏，让
人们感受到了蓬勃向上的力量。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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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游客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内游览，体验收割麦子等农耕劳动。⑨3 聂冬晗 张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