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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商丘，时

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

迸发的活力。传化公路港

内，货运车辆川流不息；商丘

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内，

商品琳琅满目、人流络绎不

绝；豫东综合物流产业聚集

区内，项目施工紧张有序。

商丘市把发展枢纽经济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以交通体系、现代物

流、产业发展、平台建设为重

点，充分发挥交通枢纽先导

作用和物流枢纽支撑作用，

加快培育支撑枢纽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加快实施优势再

造战略，在规划制定、项目建

设、产业培育等方面下功夫，

推动枢纽发展壮大，引领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我

省对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

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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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商丘 枢纽经济风正劲枢纽经济风正劲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通讯员 王辉 吴帅辰

“刷个脸就能办理用电业务，省去了很多资料，非常方
便。”7月 12日，提起“刷脸”办电一事，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居民曹先生赞不绝口。

曹先生因新建房屋需要装表接电，供电公司客户经理陈
青松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服务，引导其在微信预约办
电，通过豫电助手APP“刷脸”受理业务，整个办电过程花费
不到10分钟。

今年以来，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全面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
境决策部署，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不断健全需求导
向、快速反应的主动服务机制，在深化用户承诺“一证办电”基
础上，深入探索“互联网+供电服务”办电模式，引入人脸识别
技术，将刷脸办电功能与政务平台对接交互，依托政企数据共
享，自动调取客户身份信息。通过下载网上国网APP进行刷
脸刷证操作，即可办理居民及企业的办电用电业务，实现了办
电业务从“一证办理”到“零证刷脸办电”的重大突破，真正做
到“让信息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路”。

“目前，商丘低压居民和企业的新装、增容等用电业务，均
可通过刷脸来办理。”国网商丘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开启了共享用电新模式。

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短时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的突出
问题，该公司立足“互联网+”供电服务理念，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最终开发出互联网时代下的“共享电源”。

“共享电源”依托移动端 APP，基于电商支付平台的“担
保支付”模式，贯通了营销、采集等系统，实现短时用电的“即
扫即用、据实结算、现时清付”，有效提升了客户便捷用电体
验。该“共享电源”对农村盖房三相用电、抗旱排涝临时短时
用电，以及夜市移动商贩临时短时用电等方面，均可以提供优
质的供电服务，并实现电量的精准计量和合理收费，还能有效
地解决短时用电存在的私拉乱接、地爬线等安全隐患，确保用
电安全。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吴成海 陈阳阳）7 月 12
日，走进商丘中创物流园，工人们正在有序地进行产品打包配
送，准备运往全国各地。

作为商丘市小微企业的代表，商丘中创物流园是一家现
代智能物流仓储配送中心，涵盖智能立体仓储、物流信息交
易、城市物流配送、包装加工等多功能的智能平台，通过“互联
网+物流”模式打造的高效便捷的立体物流输送空间，已成为
豫东地区具有吸引力与辐射力的物流交易中心。

受疫情影响，中创物流园区受到冲击，保运输、保供应业
务持续承压，资金流面对较大压力。商丘税务部门依托大数
据，主动靠前服务，第一时间向纳税人宣传增值税增量留抵税
额退税政策，线上线下精准辅导操作，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
批进程，保证企业尽早享受到退税，盘活企业资金，让减税降
费政策及时落到实处。

“提交退税申请不到一天，73万元的留抵退税款就退到
了账上。这笔退税款真是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税务
部门快速落实政策要求，税惠政策红利快速到账，也有效增强
了我们的信心，为国家的好政策、税务部门的贴心服务点赞。”
商丘中创物流园财务负责人朱家全说。

物流畅则经济畅，物流优则经济强。商丘税务部门着力
打好政策落实、高效服务的“组合拳”，持续落实落细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全力为物流仓储企
业加快复苏添加“税动能”。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马学贤 汪晴晴）“以前拿
快递得跑十来里地，现在快递进村，别提多方便了。”7月 11
日，柘城县洪恩乡吕庄村村民张栋梁捧着刚刚拿到的快递高
兴地说。

当天，柘城县首个乡村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在洪恩乡成
立。这意味着快递入村“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有效破解。

该中心仓储面积300平方米，由商丘市邮政分公司建立，
供当地韵达、中通、圆通、申通、极兔等多家快递公司联合使
用。此外，中心还设立村级快递入村站点，目前覆盖 16个行
政村，为2万余名村民提供快捷的快递服务。

寄递物流共配中心以建设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共同配
送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农村基层快递服务网络，打
造了“快递入村”工程新模式。现在，配送中心周边16个村的
村民再也不用跑远路取快递了，他们只需坐在家里，就能收取
自己通过网络购买的物品。7

柘城县

成立首个乡村寄递物流共配中心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刘昆鹏 祁媛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7 月 12
日晚上，随着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商丘
古城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街旁古香
古色的小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不
少市民驻足观赏购买。

这一家家小店不仅为城市的白天注
入活力，更如繁星点亮了城市的夜空。

小店虽“小”，却牵动着社会民生。
作为城市总体经济的“毛细血管”，无论
是小商店、小杂货铺，还是小餐馆、小摊
点，这些微型市场主体，关乎着亿万人工
作的岗位、生存的饭碗。小店经济如最
寻常的人间烟火，却是就业岗位的重要
来源，能够激活城市发展的一池春水。

看那边，一顶顶米白色帆布制的帐
篷撑起在古城街边空地上，刚刚下班的
市民王川与朋友坐在帐篷下谈笑风生。

“刚下了一场雨，坐在这里，吹着凉
凉的风，跟好友喝点啤酒，简直不要太
爽。”王川说。

为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为经
济发展增势赋能，商丘市睢阳区按照

“稳大盘促消费”发展夜经济要求，结合
全区商贸企业实际，升级小店集聚区，
优化小店创新服务，努力创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让小店门面“活起来”、让小店
经济“富起来”、让消费水平“高起来”，
助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稳步提升，统筹开展各项促进消费与
小店经济活动。

睢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夜市摊点场地划线管理，建立环保和安

全机制，规定经营方式，严格进行巡查，
确保群众在安全、卫生、有序中享受“小
店经济”带来的“烟火味”。同时，该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畅通便捷办理许可通道，
放宽准入条件，推行微信“零距离”服务，
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工作理念，推
动“小店经济”的蓬勃发展。今年以来，
睢阳区新增个体经营户 5452户，许多曾
经的空铺如今成了旺铺。

“我在小区附近开了一间小店，不用
往远处跑，在家门口就把营业执照办好
了，可方便。”商户孙莉接受采访时说。

“小店经济”，“烟火气”蕴藏“大活
力”。小店主们“满血复活”，面包房重现
勃勃生气，小面馆内人头攒动，夜市摊位
前人流如织……一切仿佛都回归到平
常。不断升腾的烟火气下，大家守望幸
福生活的乐观与韧劲从未改变。7

振兴“小店经济”带旺城市烟火气

办电进入“刷脸”时代

税收支持“组合拳”让物流企业活力迸发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交通区位是商丘市最大的发展优势。
近年来，商丘市把重大交通项目建设作为
发展枢纽经济的重要前提，全市铁路、快速
通道、航空、航运等项目加快建设，“米”字
形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逐步建立。目前，全
市交通线网总里程达2.8万公里。

今年2月，商丘市入选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建设名单。借此契机，该市持
续放大区位优势，着力打造豫东地区的“关
键枢纽”，让“小县城、大枢纽”变成现实。

交通体系是城市发展的“主动脉”，
构筑综合交通体系，积极提升枢纽门户
能级。铁路方面，商丘市积极推进京雄商
高铁商丘段项目施工图设计及招标等前期
工作；加快推进铁路客货运枢纽建设，重点
推进民权高铁客运站、商丘高铁客运站、商
丘新区高铁客运站建设，完善高铁站附近
商业和商务配套设施；兰考至菏泽城际铁
路民权段建设顺利推进，京港台高铁商丘
段枢纽工程将于今年年内开工建设。

公路方面，实现高速公路通车 7 条
520公里，形成“四横三纵”网络格局。阳
新高速宁陵至沈丘段、沿黄高速民权段、
兰沈高速民权段等项目开工建设；“三环

九放射”市域快速通道一期工程 5条路、
环城高速3个出入口全部建成通车，构建
了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区40-60分钟不收
费交通经济圈。农村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2万公里，公路密度居全省第1位。

航空方面，民权通用机场于2021年8
月份实现首飞，商丘机场批复所需要的前
置工作已经完成。内河航运方面，重点实
施沱浍河、涡河航运开发工程，新增沱浍河
四级航道85公里，打通了豫东地区通往华
东及长三角地区的两条水上运输通道。

有了交通区位优势，就有了“流量”，但

要把“流量变现”，真正将交通区位优势转
化为枢纽经济发展优势才是关键所在。商
丘大力实施优势再造战略，做强枢纽经
济。2017年12月，《商丘市枢纽经济发展
规划》正式实施，商丘成为全国第一个编制
枢纽经济规划的地级市。2018年，商丘市
被确定为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2021年 11月，商丘商贸服务型国家
物流枢纽成功入选“十四五”首批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名单，同年12月，商丘市成功
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承载城市，枢
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7月 11日，走进位于商丘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豫东综合物流产业聚集区内
的商丘国际陆港项目施工现场，集装箱
堆存区基本完工。

“这个项目是为确保中欧（商郑欧）
班列开通及常态化运营建设的，整体规
划用地约 2000亩，规划有物流增值功能
区、城际物流配送区、口岸专项物流功能
区等，建成后将解决周边沿线集装箱运
输问题。”该项目负责人说。

商丘国际陆港（铁路口岸）仅是商丘
市以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枢纽偏好型
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枢纽型物流体系
建设的一个项目。

建平台抓项目挖潜力，推动经济发
展“加速度”。商丘市按照“依托大交通，
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
发展思路，先后谋划了智慧物流园、冷链
物流园等一批重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
随着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新发物流
园、商丘保税物流中心等多个项目先后投

入建设运营，全市已初步形成以农产品、
食品、建材、冷链为主导的四大产业集群。

数据显示，2021年，商丘市现代物流
业完成增加值320亿元，同比增长8.2%，
占全市 GDP比重为 10.4%，占全市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3.9%。2021年商丘
市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4.12%，总量居
全省第2位、全国第46位，目前商丘市快
递企业拥有品牌 16个，物流及相关产业
从业人员超过13.5万人。

“大物流”固本强基。商丘以枢纽经
济为坐标引导产业发展，以产业为马车
拉动枢纽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
促共进。目前，全市已形成食品、装备
制造、纺织服装制鞋 3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以及制鞋产业基地、超硬材料基地
等 1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荣获“中国制
冷设备产业基地”“中国超硬材料基地”

“中国钢卷尺生产基地”“中国制鞋基
地”等称号。

建设对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新

高地，使命在肩，时不我待。当前，商丘
市正强化“项目为王”思维、枢纽经济思
维，瞄准打造一流省辖市目标，制定实施
工业“发动机计划”、农业“金土地计划”、
服务业“金钥匙计划”等产业倍增计划，
深入实施“三大改造”，高起点、高标准、
高质量谋划重点建设项目 701 个，总投
资 53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28亿元，
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增
强商丘商贸和产业辐射能级，培育区域
经济增长极、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区域枢纽、开
放前沿’战略定位，以建设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为抓手，服务区域、辐射
全国的高效率、低成本的‘枢纽+通道+
网络’的物流服务体系，促进商丘城市
枢纽功能和产业集聚辐射能级提升，实
现全市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商丘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传锋
说。7

一线传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李冠臻 祁媛）7月 13日，
记者从商丘市睢阳区统战部获悉，今年以来，该区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优势，搭建四个平台，积极探索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工作
新思路，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搭建多位宣传平台。该区建立区工商联微信群，开通睢
阳商会微信公众号，宣传各项减税降费帮扶政策。开展“万人
助万企”活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协调解决困难问题117条；
组织民营企业家走进法院，开展法律维权服务；举办线上线下
专题培训班和政策宣讲会20多场次，较好地提升了民营企业
家的能力素质。

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区里积极筹建招商协会，召开区招
商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聘任10位“招商大使”加强对
外联系交流，促进企业发展。

搭建招才引智平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人社局举
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组织近百家企业为退役军人提供工
作岗位。同时，举办企业招聘会、校园招聘会，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缺口788人。

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协助台资企业正本清源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与商丘师范学院共建研发中心；助推中诚国联（河
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商丘师范学院合作签约“绿色生态多
功能药肥研发中心”。同时，利用身边企业典型，引导激励企
业建立标准引领意识。7

睢阳区

搭建四个平台 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善大交通 打造豫东地区“关键枢纽”

谋划大项目 打造枢纽产业集群

商丘是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重要枢纽。7 商丘市委宣传部供图

四通八达
的交通是商丘
的最大优势。
图为商丘郑庄
立交桥。7
崔坤 摄

商丘提出枢纽

经济的发展思路

后，全市生产总值

在2016年突破 2000亿元大

关，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

年增速居全省第 1位，2021

年突破 3000亿元

新闻特写

夜市成了市民消暑度夏的好夜市成了市民消暑度夏的好
去处去处。。77刘志英刘志英 摄摄

2021年，全

市现代物流业完

成 增 加 值 320

亿元，同比增长 8.2%，占全

市 GDP 比重为 10.4%，占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