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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税利221221..4545亿亿元、
同比增长22..0808%%，

实现入库税金167167亿亿元、同比
增长1212..44%%。

种烟面积9090..33万万亩，收购烟
叶252252..55万万担,

烟农实现收入3131..88亿亿元，户均
收入77..66万万元，

实现烟叶税77..1919亿亿元，14501450
户烟农摘掉了贫困帽子。

“过去的两年里，市委马书记在产业集聚区

调研中，先后四次来到我们企业现场指导，为转

型项目排忧解难！”1月9日，在漯河市东城产业

集聚区内，源隆肠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源隆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言语中透着对企业发展环

境的满意和对市里扶持的感激之情。

让李源隆更为激动的是，2016年1月，在

生物科技新项目落地的关键时刻，市里又支持

他200万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从建厂之

初的肠衣、熟食生产，到肝素钠出口荷兰、波兰

等欧盟国家，再到转型至生物科技成为河南省

首家利用玉米芯生产低聚木糖的企业，进而销

售收入达到1.2亿元，短短几年间，李源隆的公

司在市里强有力的扶持下，成功实现了华丽转

身。

事实上，从初级食品“转战”生物科技，源隆

肠衣有限公司也只是漯河市众多工业企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漯河市着力为调结

构、破瓶颈、强服务而出台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和

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

也正是基于此，前不久，在国务院第三次大

督查中，漯河市以工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健康

发展的经验做法受到通报表扬，这是继2015年

该市企业服务团工作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

扬之后，第二次被通报表扬，是全省年度唯一受

到表扬、全国唯一连续两年受到表扬的城市。

记者了解到，为了支持企业开发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实现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漯河市

制定“物联网+”工业行动方案，推进工业化和信

息化深度融合，组建“两化融合”专家服务团，实

施“百家数字企业”创建活动。通过技改升级、

产品创新、营销模式创新，食品主导产业实现了

规模、质量、效益三提升。

在支持引导食品产业向“新”、“ 高”迈进的

基础上，该市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着力打造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两大百亿产业集群，发挥政

府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支持绿色建材、钢结构和

铝型材及新能源汽车项目，以结构优化推动绿

色发展。多元化产业的发展使全市每万户市场

主体拥有中国驰名商标量居全省首位，拥有注

册商标量居全省第2位。

传统产业实现了高端化，新兴产业迈向了

多元化，漯河市组建105个企业服务团从金融、

土地、产品展销、品牌建设等方面倾力帮扶企

业。由此而来的是，2016年，漯河市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历史性地突破千亿元大关。前三季度，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增速居全省第三位；全市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9.6%、居全省第一位。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533.7亿元，增长9.1%、增速居全省第三位；税收收入51.2亿元，增长

17.6%、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产业集聚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新的发展阶段 ，转

型升级的核心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业态创新等。”漯河市委书记马正

跃表示，全市要敏锐地把握发展新阶段，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创

新发展理念，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抓服务、强保障，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壮大，促进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1月14日，灵宝市五亩乡庄里村农民严会云老人在家创作剪纸作

品。今年70岁的严会云自幼喜欢剪纸，去年年底，她将自己创作的8幅剪

纸作品拿到村里的淘宝网上试销，一下子收入了4000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雷 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您如果想提

前置办年货，请到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这里举办的第七届郑州精品年

货博览会暨年俗文化节已经开幕

了，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月22日。

据介绍，这次年博会以“培育品

牌、扩大消费”为宗旨，突出“特色、

实惠、方便、绿色、公益”等特点和

亮点。邀请和吸引了数量更多、种

类更全、层次更高、更符合会展规

律、更贴近民生的参展企业。只要

参观人员达20人以上的，均可提供

市内免费大巴接送。针对集中采

购团体，组委会特别开通团购绿色

通道，直接对接生产厂家，进行低

价团购。

“裴厅长，您好！住房一直是关系到民

生大计的重要问题，大家也都广泛关注。其

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住房供应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我省的相关建设的目

标和任务是什么？重点工作是什么？”在1月

17日举行的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记者会

上，本报记者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裴

志扬提出了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把这项工作纳入民生工程，

圆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有效增加

了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裴志扬说，2016年，

全省住建系统紧紧围绕保障性住房和棚户

区改造任务要求，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据介绍，2016年，国家下达我省棚改目

标任务为36万套，基本建成15万套（含公租

房）。全省实际开工棚户区改造36.91万套，

为目标任务的102.5%，基本建成28.79万

套，为目标任务的192%。全省棚改实际完

成投资807.72亿元。

在新的一年，裴志扬告诉记者：“2017

年，我省拟新开工棚户区改造42万套，棚户

区改造和公租房基本建成30万套，搞好今年

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要‘围绕一个中

心，把好三个关口’。”

裴志扬强调，“围绕一个中心”，即紧紧

围绕“去库存”这一中心。“去库存”是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的重要目标，必须进一步打

通保障房与商品房通道。一方面各地要结

合实际，通过去库存的方式来推进棚改；另

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公租房货币化，通过去库

存来解决公租房需求。

“把好三个关口”：即严把项目关、进度

关和质量关。裴志扬告诉记者，首先是严把

项目关。把国家的惠民政策真正用于那些

亟须改造的、符合国家政策条件的棚户区

上，加强对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控制，重点支

持那些位于城市中心区、居民住房条件差、

改善意愿强烈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其次严把进度关。要紧盯开工率、基本建

成率、分配入住率和货币化安置率，尤其是对

开工量超过2万套的市，重点跟踪督导。对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展缓慢的市、县进行重点

督导、挂牌督办、跟踪问效，对进度迟缓、行动

不力的市县政府主要领导要进行约谈。

最后严把质量关。保障房是政府主导

建设的民生工程，必须坚持高质量、严要求，

严把竣工验收关，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对质

量问题“零”容忍。

2016年全省烟草专卖系统在国家烟草专卖

局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抓好巡视整

改为强大动力，狠抓“六个着力、五个注重”关键

举措落实，在稳增长保态势、提升烟叶质量、烟草

打假破网等方面成效明显，经济运行呈现缓中趋

稳、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全年实现税利221.45

亿元、同比增长2.08%，实现入库税金167亿元、

同比增长12.4%。

针对卷烟销量下滑、库存高企、价格疲软等

突出问题，省烟草专卖系统多措并举，主要指标

止跌回稳。全年销售卷烟298万箱，居全国第三

位；单箱销售额2.77万元，同比增加267元；商业

库存由37.4万箱减少到29.9万箱。

同时，在烟叶生产上突出工业需求导向，实

施烟叶生产再上新水平三年行动，2016年落实合

同面积90.3万亩，收购烟叶252.5万担；制订“豫

浓香”生产技术标准，推广烟叶生产ISO9000质

量管理体系，开展“降氯专项行动”，落实三项主

推技术，蚜茧蜂等绿色防控面积进一步扩大；建

设烟田基础设施项目6335个、投资1.78亿元，新

开工建设水源工程项目1件、援建资金1.92亿元；

突出提升等级纯度重点，严格按时段、分部位收

购，严格按流程、按规范收购，实行最严格的质量

抽查制度。2016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检查

中，我省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达83.17%，工商交

接等级合格率达65.7%。另外，在促进烟农增收

和减工降本方面，全面实施烟叶种植保险，发挥

产业优势，助力精准扶贫，烟农实现收入31.8亿

元，户均收入7.6万元，实现烟叶税7.19亿元，

1450户烟农摘掉了贫困帽子。

另据了解，2016年省烟草专卖系统以“市场

净化率提高0.5个百分点，夺回1万～2万箱卷烟

销量”为目标，努力向专卖管理要市场、要销量，

严厉打击烟草非法贸易。

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而宫颈

癌又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并且可以早期预

防的癌症。这也意味着，通过提前筛查的手

段，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让女性远离疾病

的痛苦。

郑州市深入推进的宫颈癌（HPV）免费筛

查项目，正是为了提高宫颈癌的早诊早治率，

造福广大适龄妇女的惠民工程。作为承担

HPV样本检测的医疗机构，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坚持高标准、严把关，积极践行公立医院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高质量圆满完成了各项筛

查项目检测的组织实施任务，让广大适龄妇女

感受到了政府和医院浓浓的关爱和温暖。

关心
惠及全市适龄妇女健康的民生工程

一年多前，要不是接受了宫颈癌（HPV）

免费筛查。陈女士想必不会知道，她会被确

诊为“宫颈癌前病变”。得知确诊的那一刻，

全家人如同遭遇晴天霹雳。

但幸运的是，因为疾病发现得早，在医

生的耐心指点和鼓励下，陈女士接受了全子

宫切除术，手术十分顺利，术后恢复良好。

去年11月30日，陈女士再次来到郑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接受宫颈癌术后复查，检查单上

清楚地显示“HPV为阴性”，这意味着她的体

内已没有HPV病毒的感染。

陈女士的经历，正是得益于宫颈癌

（HPV）免费筛查项目的缩影。这项惠民工

程让越来越多的郑州适龄妇女能够及早发

现宫颈癌并及时治疗，最终成功治愈。

相关科学研究证实，人乳头瘤病毒

（HPV）持续感染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而早期发现人乳头瘤病毒就可以预防宫颈

癌的发生。“HPV潜伏期较长，加上群众专业

知识和对自身保健认识的欠缺，导致病毒侵

害程度进一步加深。当HPV感染得不到有

效清除时，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基因结构、功

能的改变，进而导致宫颈上皮内瘤变（CIN）

及宫颈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

任张慧敏表示，在当前HPV疫苗并未全面

普及的情况下，通过普筛来切实掌握HPV

感染及宫颈癌罹患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郑州市政府推进的适龄妇女受益

宫颈癌（HPV）免费筛查项目安排，凡辖区适

龄妇女，均可就近到所在辖区的样本采集点

进行HPV样本采集，最终由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转化医学中心负责对所有样本进行

检测、筛查、反馈、随访。如今，这一惠民工

程实施两年来，各采集点如期并超额完成了

筛查任务。仅在2016年，该院就收到宫颈

脱落细胞样本50130人份，全部检测完毕，

并将结果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当事人。该院

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HPV

筛查活动，广大妇女自我保健意识逐步提

高。而对于那些早期患者来说，不仅挽回了

健康，还有效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充分体

现了政府关注民生、关爱女性健康的宗旨，

提升了广大妇女的健康水平。”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

主任郑遂玲也证实，自从该免费检测项目启

动后，该院筛查检测咨询热线也响个不停，

检测项目受到广大市民的称赞和追捧。

放心
雄厚实力确保检测质量

HPV免费筛查检测项目在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的充分实施，离不开该院“一专全

能”的发展模式和郑州市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的雄厚研发实力。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始建于1953年，

2006年经原省卫生厅批准成为“河南省传

染病医院”，是全省唯一一家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综合性

传染病医院，也是全省传染病医疗、教学、科

研中心，医院承担着郑州乃至全省传染病救

治、结核病预防控制及项目管理、艾滋病救

治等工作。近年来，该院围绕传染病、传染

病并发症、传染病合并传染病、传染病合并

非传染性疾病治疗，打造“一专全能”发展模

式，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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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焦莫寒实习生杜瑞芳

□本报记者陈辉通讯员秦川王鹤彬马炜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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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哪里买？
郑州年博会等着您去“淘”！

在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记者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裴志扬回答本报记
者关于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的提问时说——

把好三个关口 让群众住得安全舒适

政府办实事，让适龄妇女远离“健康杀手”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圆满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样本检测纪实

省烟草专卖系统去年实现税利221.45亿元
□本报记者孙雅琳实习生范素娟

本报记者焦莫寒在提问。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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