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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301个
累计完成投资

615.4亿元

本报讯（记者 孙静）7月 19日，省
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发布6月份全省餐
饮行业景气指数，6 月份该指数为
83.02，保持了5月份以来的较快恢复态
势，较一季度整体呈现明显上升态势。

据了解，由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
舆情中心主导的餐饮行业景气指数，以
正餐、简快餐、火锅涮烤、团餐、社会酒
店五类主要餐饮模式的基础餐食用料
为监测统计对象，共选取2000家有代
表性的餐饮市场主体作为样本，选择疫
情发生前的2019年为参照年份进行同
期对比，以体现餐饮行业恢复情况。

从细分门类的指数变化趋势可看
出，全省餐饮行业整体正加快恢复。
其中简快餐、火锅涮烤等 6月份的景
气指数环比均为增长，尤其是火锅涮
烤 6月份景气指数达 70.05，超过去年
同 期 水 平 ，相 比 于 今 年 5 月 份 的
60.34，增长十分明显。

“夜经济”是火锅涮烤加快恢复的
主要拉动力。5月以来，郑州市福元路

上的郑喜旺烧烤店门口重现排队现
象。郑喜旺餐饮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疫情防控政策更加精准，地
方政府又发放了多轮消费券，推动夜
市越来越红火，“我们在郑州的 13家
门店目前都在正常营业，高峰期上座
率达到了100%”。

相比于火锅涮烤，夏季本是正餐的
淡季，但我省正餐6月份的景气指数快
速上升至 95.68，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
的水平。解家河南菜运营总监李伟认
为，政府允许外摆经营，释放出助力餐
饮业恢复发展的积极信号，外摆不仅增
加了销售收入，更提振了大家的信心。

疫情为大多数餐饮门类带来了重
压，却推动了团餐发展。省餐饮与住宿
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团餐供应因
其闭环管理的安全性而颇受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学校的青睐。团餐景气指数
在5月份一度超过疫情前水平，随着多
数学校放假，6月份团餐景气指数下降
至98.07，基本与疫情前持平。③7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月 18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第二
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名单的公示》，拟确定入选的 123个项
目中，我省开封市鼓楼特色文化街区、
洛阳市龙门石窟、安阳市安阳古城、鹤
壁市浚县古城4地上榜。

去年以来，为大力发展夜间文化
和旅游经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决定
开展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建设工作，明确集聚区必须满足业
态集聚程度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品
牌知名度较高、市场秩序以及政策环
境良好等方面的要求，并具有典型示
范和引领带动作用。2021年 11月，文
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我省郑州

市郑州国际文创园区、开封市宋都皇
城省级旅游度假区、洛阳市洛阳古城
特色文化街区、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
风景区、焦作市云台山岸上小镇等 5
地入选。

文旅“夜经济”是消费的“新蓝
海”。2020年，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
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
通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夜间文化和
旅游经济，促进文旅消费市场繁荣。当
前，我省“夜经济”正融入更多的文旅元
素，各地围绕“景城一体”，深入挖掘历
史文化内涵，构建出沉浸式灯光秀、电
音节、星空露营、露天影院、非遗夜市街
区、24小时影院、24小时书店、博物馆
之夜等文化内涵丰富的新业态，夜间旅
游产品、夜间演出市场越来越多样化，
展现出文旅消费的新活力。③5

□本报记者 胡舒彤

7月 18日，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获
悉，上半年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
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
完成 257.04 亿元，同比增长 4.90%；全
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287.78
亿元，同比增长9.31%。

多元经营 业务量稳中有升

上半年，邮政快递业规模短暂下降
后稳步回升，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虽受疫情影响，但是得益于疫情
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线上消费潜力不
断释放。再加上端午节、‘618’等促销
活动开展，快递业务量呈回升态势。”
省邮政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红争
说。

“新鲜的水蜜桃又大又甜……”走
进新乡邮政大厦电商直播基地，新乡市
邮政分公司直播团队工作人员正在认
真“带货”。2022 年上半年，该分公司
共实现直播电商订单 175.3万单、销售
额3083万元。

“直播促进了农产品上行，也带动

了农产品快递包裹稳步增长。”新乡市
邮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谢卫星
说。

各快递公司还探索新的服务模式，
发展同城配送、冷鲜直寄等，保证业务
量回升。

加大投入 增强服务能力

6月 18日，淇县朝歌国际电商物流
公共配送中心举行开仓仪式。中心仓
储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入驻邮政、圆
通、中通、申通、韵达 5家快递企业，日
均快件处理量10万单左右。

“我们形成了统一仓储、统一分拣、
统一中转、统一运输、统一配送、统一管
理的‘六统一’‘商邮快’共配新模式，有
效解决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
鹤壁邮政管理局局长李玉红说。

在开封，群众在开封政务服务网进
行办理事项申报，申报成功后，可由开
封市邮政分公司提供上门揽收申报材
料和寄递证照服务。

今年上半年，全省邮政服务业务
总量累计完成 90.11 亿元，同比增长
14.19%。

加速出海 布局全球网络

5月 26日，中国（郑州）重要国际邮
件枢纽口岸业务正式开通，进出境国际
邮件总包可实现在郑州集散分拨。郑
州成为继北上广后，第四个全国重要国
际邮件枢纽口岸。

“业务正式开通后，会吸引陕西、甘
肃等地区人、货集聚河南，促进河南邮政
快递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繁荣。”
郑州国际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李明说。

今年 4月以来，河南邮政相继推出
日本物流专线、北美物流专线、欧洲物
流专线……邮政快递企业不断加大海
外网络与设施建设。

上半年，多家快递企业还不断优化
升级海外服务模式，在多国开通电商专
递、快捷小包、小包专线、跨境冷链专线
与集运服务，海外寄递服务日益多元。

河南省快递协会秘书长顾应明预
测，下半年，保通保畅政策红利效果将
进一步显现，同时随着“双十一”等电商
促销活动开展，邮政快递业在畅通经济
循环与支撑实体经济中将发挥更大作
用。③5

我省4地上榜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

“夜经济”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上半年我省畜产品供给保障充足

生猪出栏数位居全国首位

6月份餐饮景气指数呈上升态势

餐饮业逐步回暖

上半年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同比增长9.31%

快递行业发展平稳向好

“目前，我省国企改革已晋升国家
‘A级’，迈入全国第一方阵。”省政府国
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孟连说，在战
略重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经营性国
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等方面实现新突
破，河南能源改革重生、河南资产市场
化改革等一批新的改革经验叫响全国。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官
之年，省委、省政府将国企改革列为全
面深化改革战略之首，当前我省国企
改革具有突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持续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
监管体系；重塑“2+N+X”省管企业构
架，加快建立过程性穿透式监管机制
等特点。

刘孟连表示，下半年省管企业将抓
住第三季度关键期，把握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聚焦党的二十大前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高质量收官这一目标，坚持“根
上改、制上破、治上立”，扎实做好“两稳
一保”工作，在稳定经济大盘中发挥顶
梁柱、“压舱石”作用。③7

省管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回升
□本报记者 胡舒彤

“上半年，37 户省管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11%，累计上缴税费
212.3 亿元，同比增长 41.9%……”7月
19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 上 获 悉 ，上 半 年 ，省 管 企 业 运 行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整体盈利能
力回升。

今年以来，省管企业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要求，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措施，顶住超出预期的风险挑
战，当好全省“稳经济”发展排头兵。

开拓市场、降本增效，省管企业以
自身良好效益发挥经济发展“压舱石”
作用。

河南物产集团开展“夏粮收购”工
作，在成立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收购
夏粮25万吨；河南航投中原龙浩新开6
条国际航线，增开 4条国内航线，与国
内外多家航空公司开展中转合作，实现

与 RCEP国家间运输通道由线到网的
发展，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上 半 年 ，省 管 企 业 紧 抓 疫 情 平
稳、需求回暖有利时机，以“等不起、
慢不得、坐不住”的节奏推动成熟项
目能开尽开，能开快开，在建固定资
产 投 资 项 目 301 个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615.4 亿元。

发挥经济发展“压舱石”作用

稳供应保民生促就业

稳供应、保民生、促就业，省管企业
责无旁贷。

应对能源供应问题，省政府国资委
成立电煤增产保供领导小组，积极与省
能源电力保供专班对接，从源头上保证
电煤资源充足供应，上半年共向省内长
协电厂发运电煤1346.3万吨。

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对全
省范围内承租属于省属国有企业经营
用房，且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经营的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自 2022 年
起免收 3 个月房租、减半收取 12 个月
房租。截至目前，已减免房租 2.24 亿
元。

在稳岗就业上出实招。省管企业
以吸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
等人群就业为重点，高质量开展稳就业
工作，保住最大民生。今年，省管企业
共计划招聘 7049人，其中计划招聘高
校毕业生4267人。

打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战

省管企业共计划招聘

7049人
其中计划招聘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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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上缴税费

212.3亿元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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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

餐饮

养殖

奋战三季度 跑出

近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工务段，组织职工对道岔区间
的轨道进行检测排查、切割钻孔作业，保障列车运行稳定。⑨6 张中海 摄

宁陵县乔楼乡任和水蛭专业养殖合作社带领村民采取吊笼方法养殖水蛭，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为村民铺就致富路。⑨3 徐硕 摄

稳
中
向
好

持
续
发
力

本报讯（记者 李鹏）7月 19日，记
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
今年上半年，我省畜牧业生产稳中向
好，生猪核心产能稳定，肉牛奶牛产业
发展加快，肉羊和家禽持续保持稳定，
养殖效益好转，肉蛋奶有效供给水平
进一步提升。其中，河南生猪出栏数
位居全国首位。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猪牛羊
禽肉产量 342.26万吨，比去年同期增
长 4.0%，位居全国第二位；禽蛋产量
189.86 万 吨 ，下 降 0.8% ；牛 奶 产 量
69.51万吨，增长14.4%。

生猪生产方面，6月末我省生猪存
栏4064.21万头，下降0.9%；上半年我
省生猪出栏 3221.65万头，增长 8.6%；
猪肉产量 255.90 万吨，增长 7.5%；能

繁母猪存栏 390.23 万头，下降 5.0%。
6月末河南生猪存栏数、上半年生猪出
栏数分别位居全国第二位、第一位。

牛羊生产方面，6月末我省牛、羊存
栏391.01万头、1819.80万只，同比增长
0.9%、2.5%；上半年我省牛、羊出栏
104.62 万头、938.72 万只，同比增长
5.4%、3.6%；牛肉、羊肉产量 15.69 万
吨、11.58万吨，同比增长6.8%、3.6%。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农村调
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受供应减少消
费增加影响，短期内造成市场供需矛
盾紧张，生猪价格快速大幅回升，养殖
端扭亏为盈。由于我省生猪存栏数和
出栏数在国内位居前列，长期来看供
给充足，下半年全省猪肉价格将保持
相对稳定。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