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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

两会花絮

□本报记者杨青

▶ 1 月 27

日，出席省政协

十一届三次会议

的经济三组政协

委员在驻地讨论

省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

“目前小微企业行业跨度大、融资难、涉及

领域多，且相对分散，未形成有效市场支撑。

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力

度。”1月27日，省政协委员，新乡王氏集团董事

长、总经理王玉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奔主题。

王玉桥说，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生

力军，在稳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等方

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省也

出台了扶持小微企业的意见，但根据近几年的

跟踪调研发现，小微企业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

题,如小微企业因其规模小、跨越的行业领域

多、经营相对分散，市场竞争压力大，银行授信

规模小等，制约着小微企业的发展。

王玉桥建议：首先，建立政府帮扶小微企

业长远规划，政府出台相关措施时，将人才、资

金等关系小微企业发展的诸多要素均纳入帮

扶小微企业的长远规划，并建立多部门联席帮

扶指导组织，加强对各有关部门、单位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监督。

其次，创新小微企业融资方式。建议设立

由省、市、县、乡各政府主导，由银行、财政、金

融办、工商联、企业几方参加并监管的企业融

资担保平台，探索研究建立小微企业授信机

制，逐步扩大授信规模。

再次，建立小微企业发展战略联盟。发挥

各级工会、工商联、行业商会、协会等中介功

能，指导各地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结对帮

扶，小微企业同领域、同行业发展联盟，建立小

微企业技术支持与经营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

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近年来，医患冲突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和

社会问题。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携手战

胜共同的敌人“病魔”，更好地保卫医患双方的

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

点。

省政协委员李瑞霞建议，我省应该尽快成

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按照相关部门的

工作要求，引入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积极参与

医疗纠纷的化解工作，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根治医闹顽疾，使医患纠纷走上法制轨道。天

津、宁波等地都做得很好，有许多好的经验可

以学习借鉴。可由省司法厅和卫计委牵头，成

立河南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同时，督促

全省没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地市，尽

快成立。

李瑞霞建议，还可通过医院购买商业保

险，由保险公司赔付患者；与保险公司达不成

一致意见的患者，可进入司法部门设立的医疗

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司法调解（即第三方调

解）；若调解不成，再进入法院程序，依法判

决。这样，一方面将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

来，另一方面，彻底根治医闹顽疾，通过法律渠

道，科学解决医患矛盾的突出问题。

省政协委员李瑞霞：应尽快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本报记者田明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

员张伟）1月27日，记者在漯河

市源汇区干河陈村获悉，首届中

原河上街庙会暨民俗灯会将于

今年2月19日~3月6日，即农

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在该村

的开源景区举行，将创新性地整

合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打

造漯河“新春文化嘉年华活动”

品牌，增强漯河文化的凝聚力和

影响力。

据悉，此次中原首届河上街

庙会演出主要分布在河上街古

镇各重要节点，由民俗展演、非

遗展示、特色美食等部分组成，

包含山西塔狮、高跷肘阁等30

多项特色演出，内容丰富，彰显

浓厚的中原民俗文化内涵。

本报讯 新年伊始，武陟县

境内连续发生两起重大交通肇

事逃逸案，造成两人死亡。武陟

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经过连续数

日的艰苦奋战，1月26日，两起

案件全部告破。

1月21日16时20分，该县

S309省道西陶镇古城村路段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大丰镇南催庄

晁某驾驶三轮摩托车与一辆机

动车发生相撞，肇事车逃逸，晁

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科

接到报案快速出警，民警通过现

场勘查和公路上的监控信息比

对，锁定一辆白色厢式货车豫

Hxx168为嫌疑车辆。随后，民

警顺藤摸瓜，于1月24日在修武

县高村乡某村找到肇事车辆，并

于次日将嫌疑人付某抓获。

1月24日早上6时57分，该

县S104省道詹店镇马营村路口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位在武陟

打工的江西省籍男青年吕某骑

电动车与一辆机动车发生相撞，

吕某当场死亡，肇事车逃逸。事

故科民警经过仔细勘查，从现场

提取了两块货车大灯玻璃碎渣

和保险杠碎片，而后连夜展开行

动。通过对现场遗留物进行鉴

定，视频比对和调查走访，民警

确定一辆牌照为晋E26xxx的

“东风天龙”重型半挂式货车存

在重大嫌疑。民警连夜赶赴山

西晋城，在山西警方的配合下将

肇事司机李某抓获。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交通肇事犯罪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 (文立新)

漯河市干河陈村

将举行首届中原河上街庙会

本报讯（记者田明）由团省

委、省青联主办，来自全省18个

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的

50余家青年社会组织和深圳河

南义工联合会龙华总队共同承

办的2015“爱心送粥·青暖中

原”公益行动于腊八节1月27日

7:30至10:00在全省和深圳的

100余个送粥点同步举办，送出

10万份爱心腊八粥。

据悉，此次活动面向社会群

体，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同时鼓

励社会创新，广大青年社会组织

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发放对

象，发放对象涉及面广、覆盖面

多，用热气腾腾的爱心腊八粥，

让广大民众在寒冷的冬季感受

到浓浓的温情。

好青年送出10万份腊八粥

2015“爱心送粥·青暖中原”公益行动昨日
在我省和深圳同步举办

武陟交警连破两起
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很多时候我们仅把金融当做一个融资

途径，并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产业来扶

持。大力促进建设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核

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就必须注

重引进金融资本特别是外资。”1月27日，省

政协委员、晋商联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赵伟认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

力，金融资本对我省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

动作用，项目的落地关键是引入资本特别是外

资，这样才能真正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为了

更好留住外资，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推动

金融中心建设。应积极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

培育发展中介服务企业，延伸金融服务产业链

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业务创新。

并建设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吸引全国性金融后

台服务项目和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

赵伟表示，通过引进外资，将有效促进我

省区域经济的资本转移、技术扩散及带动产

业的升级和发展。河南是个农业大省，聚集

金融机构，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有利引进先

进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力资源，不仅提升我省

企业的硬件设施，还有效提升企业的软实

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促进与

金融相关联行业的大力发展。

今后通过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金

融资源就能大量聚拢，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从

而能有效地推动中原经济区的迅速发展，经

济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创造聚集更多金融

资源，真正实现我省区域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1月27日上午，省政协十一届三次

会议召开了首次分组讨论会，出席会议

的委员们分为22个小组，围绕着省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进

行讨论，并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

讨论中，多名委员建议积极探索、充分

发挥政协的“智库”作用。

在经济一组的小组会上，省政协委

员焦锦淼提出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

几点建议，省政协委员张晓盈就本土金

融机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其他委员也纷纷就自己关注的领域献

计献策。

“今年的政协工作报告与往年相

比，讲话内容虽不长，但主题鲜明、重点

突出，有高度，有亮点，对新一年工作计

划更全面，也更务实。”讨论中，委员们

一致认为，“两个报告”内容丰富、重点

突出、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并对本届政

协所开展的工作给予肯定，积极建言献

策，在讨论会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委员们还纷纷表示，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要不断加强学习，要把握时代变

化的节奏，就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找准

切入点，认真调研，积极思考，撰写高质

量的提案，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献务实

之策。

扶持金融产业 助推中原经济
——访省政协委员、晋商联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

□本报记者田明

建发展良言
献务实之策

小微企业发展
需要更多关爱

——访省政协委员、新乡王氏集团董事长王玉桥

□本报记者杨青

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记者采

访了省政协委员、河南德信泉公司董事长

鲁泉水。

鲁泉水说，农村有个问题，就是丰收的

农民难开颜。为什么？因为信息及销售渠

道不畅通，丰收的农副产品往往卖不出去，

最后堆在地里、烂在田中，在平顶山的部分

偏远农村就有这种情况。针对此种现象，

德信泉将“支援新农村建设，建设新型农超

对接，加快鲜活农产品集散”作为战略方

针，化为偏远农村与外面世界的销售桥梁，

农民很高兴，政府也很满意。

鲁泉水说，做企业就是要回馈社会。

德信泉还与平顶山市民政局的爱心救助

超市建立长期资助关系，每年都为超市送

去奶粉、棉被、食品等生活物资；在平顶山

市社会福利院，德信泉每年都为孤残儿童

送去羽绒服、食品、玩具等物品；在平顶山

市夕阳红公寓，每年春节前，德信泉都会

为老人们送去食品及生活用品，给老人们

洗洗衣、梳梳头、唠唠嗑、扫扫房间。平顶

山的一些幼儿园，每年也会收到德信泉送

去的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而遇上贫困

大学生，德信泉更是慷慨解囊，决不让年

轻的学子因贫困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据记者了解，对家乡，鲁泉水更以涌

泉相报，修路、安路灯、建老年人健身娱乐

中心，不断用实际行动回报乡里。更为人

称道的是，他尊师重教，多次向学校捐助

建校、教学物资。

做大做强企业
更好回馈社会

——访省政协委员、河南德信泉公司董事长鲁泉水

□本报记者丁需学

▼ 1 月 27

日，河南日报农

村版的“两会”报

道受到省政协委

员们的关注。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两会
影像

本报讯（通讯员裴娅晖 记

者尹小剑实习记者李振阳）1月

25日，时值寒冬，记者在息县德

丰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的蔬果大

棚内看到的却是绿意盎然、瓜果

飘香。一排排极具观赏价值的

盆栽草莓已露出红色的笑脸；辣

椒个头大、色泽艳；西红柿仿佛

红玛瑙，娇艳欲滴。

德丰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蔬菜、水果种植和柴鸡养

殖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种

植的各种特色蔬菜水果，上市后

直接就在公司农产品直销超市

内销售，减少运输中转等中间环

节，切实让利于广大顾客，市民

花较少的钱就能吃到既新鲜又

便宜的蔬菜水果。

该公司的员工大多来自孙

庙乡范楼村的村民，一位员工介

绍说，他家的地大都流转给公司

了，每亩地流转费是1000元，另

外，作为公司的固定员工，一年

下来也可以拿到近2万元的工

资，这样的收入比土地没有流转

前高出两倍。

与蓬勃发展的种植业相辉

映的还有雨后春笋般的特色养

殖业。天淦农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息县一家新兴的特色养殖

企业，育有500余头优质荷斯坦

奶牛，日均能产出 1.5 万吨鲜

奶。该公司生产的牛奶除了在

周边县区销售之外，还为蒙牛集

团供应奶源。

现在的息县，农民收入结构

由过去以粮为主的单一收入，转

变为种植业、养殖业及非农产业

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增收格

局。特色优势产业正逐渐成为

息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

也敲开了农民群众的“幸福门”。

◀ 1 月

27 日，工会、

科 协 组 政 协

委 员 在 讨 论

省 政 协 常 委

会工作报告。

息县

多元增收 致富农家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周会英冯晓洁）1月26日，汤

阴县人社局为该县汇众创业孵

化园区和佰德创业孵化园区揭

牌，佰德创业孵化园区负责人李

昌国说：“孵化园区为创业者搭

建了平台，将会吸引更多创业群

体入驻园区，增强创业活力。”据

了解，两个孵化园区目前共入驻

创业商户 96 家，最多可容纳

1000多人创业。

去年，汤阴县出台了《关于

建设创业孵化园区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孵化园区认定办法、

扶持政策和提供的就业服务，随

后启动了孵化园区认定程序，经

过企业申报、书面材料审核、实

地调查，将孵化条件好、承载能

力强、功能服务全的汤阴县汇众

装饰材料市场和汤阴县佰德信

息化产业园认定为创业孵化园

区。

近年来，为鼓励和扶持高校

毕业生、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自

主创业，汤阴县通过认定创业孵

化园区，对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

免费创业培训、房租补贴等各种

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指导服

务、开辟大学生注册登记绿色通

道、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优化创

业环境，为各类创业实体搭建平

台。

为进一步扶持高校毕业生

创业，该县还将在佰德创业孵化

园区设立大学生创业专业园区，

储备一批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

的新型企业，激发青年群体的创

业活力。

汤阴诞生两家“孵化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