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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彩民再迎好运
福彩快乐8持续送惊喜

“三保障”护航企业发展邓州市

551名学生受助164.55万元鲁山县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9 月 4

日，宜阳县三乡

镇流渠村果农在

分拣刚采摘的红

富士苹果。近年

来，该镇调整种

植结构，种植苹

果等果树3000

余亩，果农亩增

收8000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9月2日，汤阴农商银行志愿者到汤阴县任固镇王施济村，为留

守儿童送去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越摄

◀9月5日，在正阳县熊寨镇宋店村秋玲家庭农场，果农在采摘

葡萄。熊寨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拓宽了农

民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静
会马文涛）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

以来，邓州市认真落实上级重大决策

部署，出台惠企“十二条”政策“大礼

包”，为企业健康、有序、长效发展提供

持续动力。

资金保障稳根基。邓州市每年按

不低于1亿元的周转资金额度，建立金

融机构抽压贷款报审制和考评机制，

对金融机构进行考评与奖惩，破解企

业融资难题。

服务保障留人才。设立企业劳动力

就业保障奖，对企业用工培训进行补

贴。设立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补贴，用于

高新技术企业等奖励。设立企业人才和

管理培训专项资金，用于补贴奖励企业

家。为企业家及企业人才在安家落户、

子女入学、就医养老等方面提供“保姆

式”服务。

制度保障着眼长远。邓州市建立

由县处级领导干部、各乡镇和市直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企业“首席服务

官”制度，同时，严格实行入企检查会

商报备制，建立营商环境负面清单制

度，开展涉企服务工作行风评议，市纪

委监委建立突检抽查制度，严肃查处

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乱作为、吃拿

卡要行为，为企业提供最优发展环境。
本报讯（记者

曹怡然通讯员廖纪
明 王智）“新开办

企业不仅零成本，还

送5枚印章，营商环

境太好啦！”9月3

日，南召县益源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周庆克在

领取公司营业执照

时，意外地收到了

县市场监管局免费

赠送的5枚印章。

从今年1月起，

南召县市场监管局

为新开办企业免费

赠送行政印章、财务

印章等两枚印章；从

9月3日起，再送发

票章、合同章和法定

代表人章等3枚印

章。新注册企业开

办零成本，全年能为

企业节约成本60余

万元。

南召县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张娟

说：“我们实行新

设立企业政府购

买印章刻制服务

制度，对在南召县

新注册设立的企

业，免费赠送5枚印章，刻制费用由政

府买单，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

今年以来，南召县市场监管局坚持

“企业至上，服务至上”，创新服务举措，

优化办事流程，企业开办即来即办，营业

执照立等可取、当场办结。刻章由政府

买单，新办企业“零跑腿”。

“我们将实现审批服务智慧化、代办

服务系统化、政策落地集成化。牵头把新

开办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首次领取

发票、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

5个环节压缩为1个环节，实现线上‘一网

办’、线下‘一窗通’，营造更加便捷、高效、

优质的营商环境。”南召县市场监管局局

长王兴旺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培
欣 马松昭）9月5日，鲁山县举行第六

个“中华慈善日”暨“光彩金秋慈善”助

学金发放仪式，为551名学生发放助学

金164.55万元。

在今年“光彩金秋慈善”助学行动

中，鲁山县131家爱心企业、爱心组织

筹集善款164.55万元，其中，该县工商

联筹资86.5万元，县总工会筹资7.8万

元，共青团鲁山县委筹资70.25万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陈海
棠于新豪）“这批国外订单数量多、时间

紧，工人都在加班加点赶货。”9月6日，在

鹿邑县产业集聚区，英娜美化妆用具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张江龙说，目前公司月销售

额平均都超过200万元。

英娜美化妆用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董事长李卫华以前在深圳从事尾

毛贸易，几年前返乡创业。正当李卫华大

展拳脚之时，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公司的扩张之路。“一年多来，工

厂几乎停工，库存货物发不出去，名下两

家公司的资金周转问题成了我心头的一

座大山。”李卫华忧心忡忡地说。

“今年6月份以来，鹿邑县委宣传部

‘万人助万企’工作组给我们送来了及时

雨，及时帮我们对接农商银行，授信解决

了300万元贷款。随后，县不动产管理局

也送来不动产证，邮政储蓄银行又给公司

授信570万元。”李卫华笑着说。

为全方位解决尾毛化妆中小企业资

金问题，鹿邑县建立了政银合作机制，实

现企业信息共享。县市场监管部门将全

县中小企业登记信息以及税务、人社等

部门有关涉企信息，综合“打包”分享给

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从中筛选出信誉良

好、产品质量过硬、市场前景广阔、发展

潜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

“全县将紧抓惠企政策落实、生产要素

保障、营商环境优化等，确保各项助企措施

落地见效，汇聚起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鹿邑县工信局负责人付怀华表示。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李霞）一

桥飞架南北，造福两岸三地。9月5日上

午，随着最后一片50米波形钢腹板梁完

成架设，国道207孟州黄河大桥顺利合

龙，实现贯通，标志着黄河大桥建设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

当日上午10时许，随着孟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和平宣布大桥合

龙，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最后一片50米

波形钢腹板梁完成架设，大桥顺利合龙。

据了解，国道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大

桥项目位于郑州、焦作、洛阳三市交界处，

大桥及连接线工程全长18.39公里，总投

资23.6亿元，建设工期36个月，是河南省

“十三五”期间启动的8座黄河大桥项目之

一。作为全国首座跨黄河装配式钢混组合

梁特大桥，建设过程中还率先运用了多项

国内外领先的施工技术，在大幅降低工程

造价的同时，填补了业内空白，无论从钢结

构桥梁的应用与架设施工，还是桥梁装配

式建造的工业化，该桥的顺利完工都具有

历史性意义。

项目建成后，将直接打通国道207断

头路，进一步完善河南省公路网，强化中

原地区交通枢纽地位，对推进郑州中心大

都市区建设、洛阳副中心都市圈建设和郑

洛焦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政银合作帮贷款

鹿邑县化妆刷企业不差钱

国道207孟州黄河大桥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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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8月份全省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中有涨，随着农产

品物流运输恢复，蔬菜、鸡蛋价格明显回落。

猪肉价格持续走弱。8月份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30.95元/公斤，较上年同期下降

41.92%；牛肉零售均价为75.52元/公斤，较

上年同期上涨 0.47%；羊肉零售均价为

77.09元/公斤，较上年同期上涨4.02%。中

秋节、国庆节临近，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加，预

计近期猪肉价格有止跌回稳的可能。

禽蛋价格双双上涨。8月份上半月鸡

蛋价格高位运行，下半月随着供应能力增

强和居民需求回归理性，价格快速回落。

中秋节、国庆节临近，鸡蛋消费短期支撑依

然较强，预计节后鸡蛋价格将继续回落。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8月份全省粮食零

售均价为4.95元/公斤，较上年同期下降

3.7%；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38元/升，较

上年同期上涨6.23%。天气转凉，粮油消费

进入传统旺季，预计后期价格将稳中趋强。

蔬菜价格明显上涨。8月初受汛情、疫

情的影响，本地菜减产，外调菜蔬菜成本增

加，价格涨幅明显，中下旬随着各地灾后重

建逐步推进和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价格呈逐

周回落态势。据气象台预测，9月我省降水

总体仍将偏多，降水天气影响蔬菜采摘、运

输，加之学校开学、中秋节临近，市场需求增

加，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9月1日渤海、黄

海部分海域休渔期结束，海水鱼供应增加，年

初投苗的淡水鱼陆续长成，节前或将迎来淡

水鱼出塘高峰。预计9月份水产品市场供应

充足、购销两旺，价格呈小幅波动态势。

为进一步提高

新冠疫苗接种率，9

月1日，长葛市纪委

监委派驻第十五纪检

监察组与市卫健委联

合对全市各镇卫生院

新冠疫苗接种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

李根水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单晓
琳）“我们要全力以赴抓好当前烟叶收购

工作，确保烟叶收购任务圆满完成。”9月

4日，襄城县汾陈镇党委书记郝刚强说。

汾陈镇是传统烟叶种植大镇，今

年该镇 212 户烟农种植烟叶面积

13830亩，计划收购192万公斤。

“烟叶收购是我镇的一项重点工

作。”汾陈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晓刚

介绍，该镇将烟叶生产工作完成情况

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台账和村

级年度绩效考核，切实保障烟农利益。

近年来，该镇持续完善烟叶种植

奖励政策，通过土地流转、置换等方式

将土地集中连片，发展烟叶连方种植，

确保完成2万亩烟叶种植目标。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刘波马
爱国）近年来，确山农商银行为解决农

户、个体工商户、经营实体信贷需求

“短小频急”、缺乏担保和质押条件等

问题，推出针对性强的信贷产品，不断

扩大普惠信贷覆盖面，提高贷款获得

率，先后推出支持粮油购销加工、猪羊

牛养殖等20多个特色信贷产品。截至

目前，累计授信6万多户，授信总额54

亿元，贷款户增加到1.6万多户，贷款

余额90多亿元，其中普惠金融信用贷

款11000多笔40多亿元，贷款年均利

率由11.52%降至8.7%，为贷款户减少

利息支出8000多万元。

普惠信贷服务全覆盖有效解决了贷

款难、贷款贵问题，进一步满足了农户和

各类经营实体发展产业的资金需求，为乡

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猪肉价格持续走弱 蔬菜价格明显上涨

豫见快乐 8，惊喜就到家。9月 5日晚，福彩快乐 8第

2021238期开奖，三门峡市彩民再迎好运，中得快乐8大奖

157280元、23200元。

数据显示，这注157280元大奖出自三门峡市湖滨区文明

路中段41120036投注站，据投注站业主介绍，大奖为14位彩

民合买所中，是一张选七胆拖票。“大家都感到特别幸运，人均

分奖金1万多元。”

好运继续。另外一注大奖出自三门峡市湖滨区大岭路

41120065投注站，是一张11个号码的选十复式票，命中9个

号码，共揽奖金23200元。“差一点就中得11注选10头奖，虽

然与大奖5500万元失之交臂有点遗憾，但这次中奖让我对自

己选号的信心更强了，说不定下次就会中个大奖回来。”

据悉，福彩快乐8自今年1月8日上市河南以来，不断为河

南彩民送来好运，截至9月7日第2021239期，今年河南彩民

已收获快乐8一等奖10注，分落开封4注、郑州2注、南阳2注、

洛阳1注、许昌1注。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彩民凭借一张快乐8

赠票，命中河南首注快乐8一等奖500万元，出自洛阳市洛钢

路中段41030276投注站；开封彩民则接连收获4注一等奖，成

为最幸运者。

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福彩快乐8集公益性、娱乐性、

趣味性于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至“选十”10种玩法，39

个奖等，其中“选十”“选九”“选八”“选七”玩法中，即使投注号

码与开奖号码全不同也能获得奖金。简单又好中，惊喜500

万，赶快行动，参与收获属于自己的好运。 （豫福）

确保完成烟叶收购任务襄城县汾陈镇

普惠信贷助力产业振兴确山县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