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规划出台传信号

!纺织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于

已经开始自我调整转型却因金融危机

阵痛家居的纺织业来说" 可谓恰逢其

时# $河南省纺织信息协会秘书长%新

闻发言人李秀明认为"!眼下" 对企业

对行业来说"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制定

操作细则# $

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持同一看

法# 全国人大代表向文波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发表言论认为" 产业振兴规

划亟待制定实施细则" 因为没有实施

细则" 很多意见里面提到的一些优惠

政策"实际上是没有到位的#

!

月
!"

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全部出台"早在
!

月
#

日"纺织工业

调整和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就已

经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规划甫

一出台" 立刻引起专家和企业的高度

重视#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许坤元

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纺织调整振兴

规划最令人振奋的是" 国家对纺织工

业重要地位的重新界定" 更加明确了

纺织是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

的民生产业# 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社会上存在着!纺织是夕阳产业%

非重点产业$的说法"纺织业的发展一

度受到影响#

规划里提出" 统筹国际国内两大

市场"加强技术改造和资助品牌建设"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进一步优化区域

布局"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规划将引导全行业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帮助企业走出困

境"促进产业加快结构调整# $

$

月
%$

日"李秀明认为"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

的冲击下"规划的引导意义不言而喻#

对河南纺织行业来说"影响尤其深远#

河南纺织企业!大而不
强的无奈

河南一向被称为!纺织大省$ "全

省拥有纱锭
&"''

万锭"纺织规模在全

国位居第三位#

即使是在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

%''(

年"河南纺织业的利润%产量和

销售收入"依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

中"中国神马集团是帘子布生产厂家"

通过不断改造% 扩建" 产业规模已达

&"'

亿元(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粘胶人

造丝生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年出口

量保持在我国总出口量三分之一(南

阳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大型

纺织骨干企业" 全国棉纺织竞争力前

!'

强企业#

虽然号称纺织大省" 但这个称号

却是以数量取胜# 一位从事纺织业
&'

多年的老厂长感叹" 河南纺织业实际

上是!大而不强$#

客观事实是" 全省年销售收入超

过
"''

万的企业有
&!""

家"更多的企

业属于中小型规模"并且"目前河南省

纺织业主要以棉纺织行业为主" 附加

值低" 处于整个纺织行业链条的初级

阶段#

!实际上"纺织企业门槛低"大路

货多"企业就容易上马#近几年的统计

更是显示" 每年都新增纺织企业
&''

多家"利润却是越来越低#$李秀明说#

早在几年前" 中原工学院纺织学

院院长任家智就分析认为" 河南纺织

业滞后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河

南纺织企业新产品开发严重滞后"导

致产品附加值低"企业利润薄"使不少

生产企业走入低端循环#其次"河南纺

织品面窄"产业链条短# 其三"河南纺

织企业尤其是郑州国棉企业体制改革

一度落后"企业负债现象严重"经济效

益严重下滑#

而在刚刚过去的
!''(

年"受金融

危机%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退税率降

低%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工资和社保资

金增加等一系列经济因素综合影响"

全省纺织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

形势#

!能活着"就是不亏#$一家小纺织

厂的负责人无奈地说#

河南纺织!规划带来机遇

河南省纺织业要想得到突破"任

家智认为" 必须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

由此提高河南纺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纺织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此时出

台" 不啻给河南纺织业发展强力的政

策支撑"众多企业因此各有图谋#

郑州纺织机械厂是行业的领军企

业"去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其销售

收入% 利税等综合经济指标不但没有

下降"反而有所增长"成为全国纺机行

业综合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对于规划的出台" 郑纺机总经理

汤其伟坦承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

遇#

他认为" 纺织行业既属于装备制

造业"又是纺织行业的上游产业"除了

享受*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的政

策外"也享受纺织业*规划+的优惠政

策# !*规划+提出"在新增中央投资中

设立专项"重点支持纺纱织造%印染%

化纤等行业技术进步" 所涉及的正是

郑州纺机的主导产品# $#

令汤更激动的是" 与纺织规划几

乎同时通过的 *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

规划+" 首次提出建立使用国产首台

&套'装备风险补偿机制"这是鼓励企

业使用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

重要举措#!这将减轻企业对于尝试使

用国产装备的风险" 对于装备制造企

业的科技创新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规划明确的利好之一是"

!'')

年

!

月
&&

日起"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

率由
&$*

提高到
&"*

#

!这就意味着企业将增加
&

个百

分点的利润# $李秀明说"虽然河南纺

织行业的出口额不足
+'

亿元"但对于

出口企业来说" 调高
&!

的退税意义

很大#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全国"只有

不到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能实现
,*

的利润" 三分之二的纺织企业利润都

在
,*

以内# 所以"对于纺织这样的微

利行业"!提高
&*

的利润相当珍贵# $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董事长陈玉林

认为 " 出口退税率从
&$*

调整到

&"*

" 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企业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资金重点投

向优势企业的政策"最受企业欢迎#新

野纺织股份公司董事长魏学柱表示"

在前一段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纺

织企业一直存在贷款难%担保难%融资

难的问题#如今"纺织工业作为国家重

点扶持的产业之一" 信贷政策将做调

整# !中央财政要拿出较大的资金额

度"以贴息贷款等形式"划定重点投向

优势企业"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 $

规划的出台"对郑州纺织来说"也

许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最大#

郑州纺织有着辉煌的历史# 早在

上世纪
"'

年代" 由国家投资
%

亿多

元" 在郑州展开了大规模的纺织工业

建设"先后建成了郑州国棉一%三%四%

五% 六等
"

个大中型棉纺织企业和与

之相配套的大型印染厂%纺织机械厂%

纺织器材厂等企业及
$

所纺织院校#

加上郑州二棉" 总规模为
"'

万纱锭"

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工业基地#

时过境迁" 由于没有及时抓住发

展时机"设备老化%技改缓慢%产品单

一%机制不活等一系列问题"令郑州纺

织陷入困境#

之后"记者出身的李秀明"经过反

复调查"大胆提出郑州纺织业!土地置

换$"宝地生金"重振雄风#此调查受到

时任河南省长李成玉和郑州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郑州纺织改革由此深化#

截至
%''(

年
&&

月" 随着郑州国

棉一厂%国棉三厂%国棉四厂的产权被

郑州翰园置业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以

+-!.

亿元的总价收入囊中# 郑州市六

大国有纺织企业全部转为民营#

!土地置换的计划基本实现了"怎

么实现大发展就看新的纺织厂如何运

作了# $李秀明说#

企业的热盼和打算

河南纺织企业对纺织行业调整和

振兴规划的内容一片叫好" 但规划在

短期内并不能给河南纺织带来巨大的

变化#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河南纺织突

围尚需时间#

!尽快出台操作细则"目前对企业

来说至关重要# $李秀明说#

除了呼吁尽快制定*规划+实施细

则" 企业也建议国家对部分税收进行

调整" 给纺织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

场竞争环境"而企业更多的希望是"财

税金融支持措施能否尽快到位#

更多的企业正在谋划下一步的

发展# 郑州纺机今年准备整体迁入郑

州纺织产业园"计划
%'&&

年建成"还

将在郑州东部开发区兴建载货汽车

及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项目# 新乡白

鹭化纤集团根据 *规划 +的指导方向

和当前的市场形势"很快调整了工作

重点#

在令人瞩目的郑州纺织企业改制

搬迁过程中" 香港锦艺集团投资
&$-.

亿元"通过对郑州二棉进行改制"在郑

州新郑龙湖镇兴建
,'

万纱锭规模%高

标准% 现代化的郑州宏业纺织有限公

司# 目前一期工程
&'-(

万锭正在加紧

安装%调试"预计不久即将开业"这将

是郑州纺织业改制后第一家亮相的企

业#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和老国棉二

厂相比"新生企业的定位及发展思路"

显然和规划的内容更加吻合#

!&%

!

规划重写纺织行业!民生"地位

!

河南纺织产量靠前利润靠后

!

新政利好能否破解河南纺织大而不强之局面

"

本报记者 樊 霞 李 力

河南纺织
利好声中布新局

灵井!许昌人$研究基地的

考古工作者"于
!""#

年
$

月发

现一件用鹿角雕刻的微型鸟

雕" 同时还有其他雕刻品及其

半成品"与
!""%

年出土的细石

器% 牙针和赤铁矿颜料等属同

一层位"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

今约
&'!

万
(&')

万年 " 这一年

代范围是由中国和日本的考古

学家" 对灵井细石器研究后得

出的初步认识#

雕刻鸟身长
!'&

厘米 "高

&'!

厘米"厚
"'*

厘米#保存十分

完整" 颜色呈灰褐色" 表面光

滑"局部显示清晰的雕刻痕迹"

已经形成化石" 有很强的吸水

性# 以均匀烧烤过的鹿角为材

料" 用细石器中的雕刻器精致

雕刻而成# 雕刻艺术高超"手法

精湛"鸟身线条简洁流畅"形态

完美"静中富有动感# 翅膀部位

刻线寓意羽毛"非常细致"栩栩

如生# 足部前后两端刻有对称

的凹槽"形成很平的底座# 如果

将鸟放置于平整的面上" 可以

平稳站立且能让它转动" 说明

当时人类已熟练掌握了重心平

衡的原理#

立体雕刻艺术在西方旧石

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屡有发现 "

有的早于灵井细石器所代表

的时代 " 有的时代则与之相

当 # 例如德国的奥瑞纳时期

&距今
$'+

万
($'"

万年'福格尔

赫德遗址 "发现了用象牙制作

的极小的马和猛犸象# 德国的

霍尔菲尔斯洞穴遗址 "发现了

鸟 % 马头和半人半狮的微雕 (

法国西南部马格德林文化 &距

今
&')

万
(&'"

万年 ' 马齐洞穴

遗址中 "出土了不少雕刻的人

的头侧面像 # 同上述发现相

比 "灵井微型雕刻鸟的雕刻技

艺更为精湛 # 以往 "中国没有

发现过早期立体雕刻艺术 "仅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 %宁夏灵

武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晚期

遗址中 "发现过在肉食动物犬

齿和鸵鸟蛋壳上钻孔的技术 #

许昌灵井遗址出土的这件标

本 " 可以说明我国和西方一

样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已拥

有了娴熟的立体雕刻艺术#

一直以来"东西方史前文化

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说"西方以

立体的雕刻和精美的洞穴壁画

见长"而中国的雕刻艺术是在新

石器时代才兴起的"洞穴壁画至

今未发现过# 灵井遗址的雕刻

鸟艺术"是旧大陆东西两端文化

交流和传播的结果"还是在中国

的土地上独自产生的 , 近日 "

!河南许昌灵井古人类遗址发掘

与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组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一

批学者"对考古发掘现场和出土

的鸟化石标本进行观察后初步

认为"微型雕刻鸟在许昌灵井遗

址出土"其来源可能和同一层出

土的细石器一样"是末次冰期盛

冰期 &距今约
&'%

万年 '由北向

南传播所致"但同时也形成了自

身的特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

负责人%中国古人类-旧石器专

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

究员认为"这是一项有关远古人

类技术%思维和审美追求的重要

考古发现# 他说"微型鸟雕小巧

玲珑%造型生动"反映了古人类

精湛的雕刻技术和对自然形象

的细致观察与高度模仿%创作能

力# 如能对推定的年代加以测

定%确认"则对研究当时人类的

技术水平% 审美和意念表达能

力"以及区域间人类群体的迁徙

与交流等更为重要#

!&%

万年前鸟雕化石现身河南
"

文
/

图 本报通讯员 李占扬

!

灵井 !许昌人"

遗址发现用鹿角雕刻

的微型鸟雕
!

距今约

"#$

万
%"#&

万年 #属

旧石器时代晚期

!

雕刻鸟置于平

整的面上#可以平稳站

立且能转动

!

这是一项有关

远古人类技术$思维和

审美追求的重要考古

发现
灵井遗址出土的微型鸟雕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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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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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洋县
$'

日在
汉中市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对网民!老虎
庙"博文及视频资料%人
大代表和公安局长勾结
一起倒卖民女& 的调查
结果' 黄有杰反映两个
女儿被洋县的镇人大代
表$公安局长等人拐卖$

转卖$ 强奸等问题严重
与事实不符( 她们均自
愿嫁到洋县# 而且目前
生活幸福) 黄有杰想带
回两个女儿回内蒙古不
成# 向女儿要钱未能满
足# 通过这种行为希望
达到目的)

黄有杰虚构事实并
通过网络传播# 不仅影
响了政府形象# 浪费了
行政资源# 而且给两个
女儿的家庭生活带来影
响#这样的!父爱 "已经
让她们难以承受)

012

)

'3.&4+".)+'(.

网络传言耸人听闻
真相还原子虚乌有

"

梁 娟

!民意"

不可挥霍
"陈凯星 卢刚

!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勾

结一起倒卖民女"# 这听起来多

么耸人听闻$ 难怪有近万网友义

愤填膺$ 然而经过一番内查外调

后#事实被证明是一位!父亲"令

人费解的杜撰$

得知真相#同样曾被义愤激

动的笔者 #刚放下心 #却又担起

心来$为网民!老虎庙"的一帖博

文#当地县委县政府又是成立联

合调查组 # 又是寻找接送当事

人 #还得召开新闻发布会 #不知

消耗了多少行政资源$ 让人担心

的还有#!民意" 如此被挥霍#也

无疑在削弱网络传播的公信和

威信$

我们由衷地称赞#网络是个

好东西$ 它给民意表达提供了一

个更广泛% 更便捷的大众路径$

实践也证明 #网络民意利用 !吸

引眼球 "的优势 #确实揭发了一

些不良现象#并督促解决了一批

问题$ 从 !正龙拍虎"%!久耕托

市"#到不久前的!王帅帖案"#网

络的仗义执言可谓快意情仇$ 正

当大家击节叫好时 #这则 !被拐

帖案 "就像泼了一盆凉水 #再一

次击中了网络!民意"的软肋$

如果说网民 !老虎庙 "可能

出于无意而错用了!民意"#那么

利用网民的愤怒正在!有组织有

目的 "地成为一种产业 #甚至制

造网民的厌烦也是有利可图的$

有人指出!某某姐姐"之流#也是

有意识地被骂成超级明星的#现

在其出场费已是很可观#背后的

造星小团体分享得也是很滋润

的$ 而越来越多的!公关公司"#

也在把利用网络 !民意 "当成生

意$

网络 !民意 "对社会进步正

在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力#其远大

前程更是不可估量$ 可是#其越

是有力有益#其境况就越是危急

和让人焦虑$ 维护网络民意的公

信力其实不难# 不外乎自律%纪

律和法律$ !老虎庙"当时只要稍

加核实 #就是自律 &网站稍加提

醒#即是纪律$而最后#维护网络

自由 # 还得靠建立健全法规法

律$

有正义感的网友啊 # 当我

们感到胸有冲动时 # 一定要打

个!' "#这也是自律$

!&%

#

视点热议

网上信息"人大
代表倒卖民女#引发
公众指责

$

月
)

日"署名!老虎庙$的网

民在博客中通过文字及视频披露"

来自内蒙古的农民黄有杰在西安

街头流浪上访"反映陕西洋县的镇

人大代表%村支书%公安局长等人

拐卖其两个女儿"并将小女儿转来

卖去" 其间两个女儿遭到强奸%断

骨摧残"试图逃跑的女儿还遭到公

安部门的追捕和殴打#

据黄有杰 *强烈要求陕西省

政府和公安厅解救+ 材料反映"

%''$

年他的两个年龄分别为
&.

岁和
&"

岁的女儿黄凤 %黄红
5

均

为化名
6

" 背着父母在沈阳打工"

!''$

年
.

月被洋县庙亚村
$

组

的张科
5

化名
6

骗到家里"对其两个

女儿进行暴力强奸" 时间长达一

个多月"并以
&'''

元将黄红强行

卖给本村支书兼镇人大代表的残

疾儿子做老婆# 后又以
&-!"

万元

将黄红转卖给张王村某派出所民

警的妻弟张军
5

化名
6

做老婆# 他

的老婆在寻女儿途中冻死荒郊

外"他自己寻找女儿
"

年"吃尽人

间苦头#

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竟然勾

结一起倒卖民女. 这则消息立刻

引发网民的强烈批评# 截至目前

已被
+'

多家网站转载"近万名的

网民跟帖留言" 对公安机关及政

府官员进行指责" 有些网民言辞

激烈#

黄凤和黄红!父亲的行为给政府抹了黑
记者日前采访了从广东

和西安赶回洋县接受调查的

黄凤和黄红姐妹俩# 黄红说)

!我实在不理解父亲为什么

造谣"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

我不能抬头见人# $

黄凤说)!我和张科是在

北京打工时认识并相爱的"

我也是自愿到洋县结婚的#

目前我们俩人也很恩爱"而

且已经有了孩子# 妹妹是我

把她叫到洋县的" 妹妹的两

次婚姻都是她自己做主"没

有人强迫# 为登记结婚"我们

给父亲寄了
!'''

元希望办

户口"可他就是不给户口簿"

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

证# $

黄凤说)!我们在洋县成

家后" 曾想叫父亲一起在这

里生活#可
!''+

年父亲来的

时候"先是让我跟他回家"后

来又让我和妹妹给他
$

万元

钱# $黄红也说"她在洋县有

个稳定的家" 不想跟父亲回

内蒙古# 就是把自己小家的

全部财产卖了" 也给不了父

亲要的那么多钱" 可父亲拿

起菜刀追她" 后来是她丈夫

报警才被制止#

据姐妹俩介绍" 洋县领

导已答应帮助她们办理户口

关系和补办结婚手续# 黄红

说)!我们俩很感谢政府"也

对父亲的行为给政府抹了黑

表示歉意# $

不负责任信息损害政府形象
一出闹剧终于在当事人

出面澄清和当地党委政府的

调查之下真相大白# 据洋县

!$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

绍"今年
$

月初"网上舆情引

起洋县县委和政府重视"立即

成立了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

调查组"将姐妹俩接回洋县调

查情况# 目前调查结果表明"

不存在人大代表%公安局长拐

卖民女% 殴打姐妹俩的事实"

张科也未对姐妹俩强奸倒卖#

她们俩均为自愿到洋县成家"

而且目前家庭和睦% 生活幸

福# 另据了解"公安部和陕西

省公安厅日前也联合调查了

此事"调查结果与洋县联合调

查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当地干部反映说" 网络

上一个不负责任随意发布的

信息" 不仅给当事人生活带

来影响" 也严重损害了政府

形象#而且为了澄清事实"近

百名工作人员耗费几天甚至

&'

多天时间去进行大量走

访"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行政资源被耗费在无端指责

中#

!&! %

新华社专电
&

$更多报道请登录大河

网%深度河南&栏目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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