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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吗! 全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连锁店
所用的原料九成是我们河南产的#

而且$本月$将有
$%

个国家和地区
的代表$

&"

多家国际大型企业来河
南% 交易&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

新设备等'

昨日$第二十二届河南家禽交
易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由省
畜牧局"省家禽业协会联合举办的
第二十二届河南家禽交易会$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省畜牧局副局长王承启介绍$

这次交易会是全国行业规模最大的
交易会$将有来自美国"法国"英国
等
$%

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
$"""

多家
畜牧养殖"畜产品加工"饲料兽药"

畜牧兽医机械等企业参展' 美国汉
德克集团"加拿大

)*+

集团"泰国正
大集团等

&,

多家国际大型企业集
团$上海光明乳业"大北农"广大温
氏等

-"

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参会'

% 这次交易会不光是家禽业 $

还有机械设备等行业$共设置展位
$%""

个$ 是郑州今年举办的
$"

大展
会之一$预计参展人数将突破

$"

万
人$畜牧业产品及相关行业产品的
交易额将突破

$""

亿元$ 招商引资
总额将突破

&""

亿元' &王承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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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大量无线电
对讲机被饭店"商场"

./0

等场所工
作人员非法使用$为防止这些使用
者扰乱通信"干扰民( 军)用航空频
率$郑州本月将开展无线电知识普
及活动$并将对郑州市场上销售的
对讲机及其设备$非法设置使用的
无线电对讲机

1

含手持机"车载台"

基地台
2

展开清理整顿'

昨日在郑州市陇海路通讯器
材大世界$省工信厅郑州无线电管
理局工作人员随机抽查了一些对
讲机销售门店'% 这个对讲机的频
率超过了民用范围$不能在市场上
销售' &在一家名为家建通讯的店
铺内$ 工作人员用仪器检测发现$

一 些 对 讲 机 的 频 率 竟 然 为
-3&456

$明显不符合要求'

工作人员说$依照规定$市场
上销售的对讲机$ 其频率应该在
$3,7$8-456

"

-,,7-&,456

之间$频
率超过这两个范围的对讲机均不
允许使用'原因是这两个范围之外
的频率已经让高铁"民航"通信等
部门使用了$ 社会人士随意使用$

可能会造成干扰'

该负责人说$本周六$相关部
门将在绿城广场开展有关无线电
知识的普及活动$喜欢无线电知识
的市民$届时不妨去看看'

我省召开重点服务企业座谈会$现场解决企业难题

车辆政府采购% 河南造&优先
河南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不少

难题$ 政府各职能部门坐在一起倾
听$并针对具体问题现场给予解答$

这种服务企业的方式颇受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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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在我省召开的重点服务企业
座谈会上$

&,

余家企业以书面及现场发
言形式向副省长史济春% 诉苦&$诉说各
自遇到的资金"土地"用电"环境等方面
的难题$且多家企业提出资金问题'

双汇集团副总经理俞科说$ 双汇集
团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的工
业园项目$共计占地

9%,

亩'如今$一期工
程的

&9,

亩土地已经正常使用$用来建设
(,,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等$但由于剩余的
-9,

亩土地迟迟未能供给$造成了相配套
的冷库"物流等建设无法跟进$这让双汇
集团很着急'

河南龙成集团副董事长闫荣浩表
示$今年

8

月
(&

日$龙成集团所在地西峡
县普降大到暴雨$企业不少厂房"设备被
淹$造成直接损失总计达

(:9%

亿元' 在企
业渡难关的时刻$ 希望政府让龙成集团
享受电厂直供电价$ 同时请政府协调银
行给予中长期贷款'

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长生提出$公司承担了三个国家科技专
项$获得了国家资金

(,,,

多万元$按照相
关规定$地方配套资金不低于国家拨款的
(,;

$希望省市的配套资金能够尽快落实'

海马( 郑州)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邱宗勋建议$ 政府财政部门应将海
马车型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并指定海马
汽车系列车型作为行政事业管理部门公
务类用车'

昨日的座谈会上$针对
&"

余家企业遇到的不同
难题$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工信厅"国资委"科
技厅等部门的负责人给予了一一解答'

史济春说$有关双汇集团的用地问题$省政府已
经给郑州市打过% 招呼&$用地问题目前已基本不用
担心'

在科技厅负责人解答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的配套资金时$史济春当场表态$企业能够拿到国
家的科技专项很不容易$ 地方的配套资金应尽快落
实到位$并让科技厅与财政厅尽快将资金拨付到位'

对海马( 郑州)汽车有限公司提出的建议$史济
春说$不论是大客车还是小轿车$只要是财政资金购
买$都应该选择河南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购买并使
用本地的车型'同时$海马车型纳入政府采购范围也
被一口答应下来'

针对多家企业遇到的资金困难$ 省工信厅副厅
长刘世伟说$由于企业对资金的用途不同$且企业没
有明确提出融资渠道等问题$ 因而建议企业制订出
详细的资金需求方案$ 再由工信厅与银行% 牵线搭
桥&$帮其解决'

今年年初$ 我省确定了
("$"

年企业服务行动计
划$并在省"市"县三级确定了

$"3-(

家重点服务企
业'对这些企业$我省不仅设立了服务热线电话和网
络服务平台$还以省工信厅牵头展开了帮扶活动'

在服务企业过程中$ 我省不仅积极推进银企合

作$解决企业融资难$还开展了企业生产环境调查等
一系列活动$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刘世伟说$截至目前$我省各级企业服务机构共
受理企业反映的土地"资金"项目审批等问题"建议
3$'(

条$已处理解决
&'%$

条$解决率达到
8%:&;

'

河南家禽交易会
'月("日开幕
$%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与会
预计引资破

&""

亿元

防止干扰通信及航空频率

郑州将清理整顿
对讲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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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
时到二七广场一些商场闲逛$本想去蹭凉$不料$

空调好像在% 偷懒&$感觉不到太多凉意'昨天来自
省电力公司的消息表明$ 不是商家小气舍不得开
足空调$而是

$$"

千伏二七广场变电站建设长期以
来受阻的缘故'

来自河南省电力公司消息$% 十一五&期间$郑
州城区用电负荷平均每年增长近

-"

万千瓦$ 而三

环内只增加了
$

座
(("

千伏变电站和
(

座
$$"

千伏变
电站'

(%

座
$$"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中$有
$%

座经常
处于满载或过载运行状态$ 致使部分区域用电客
户报装受限'

为解决省会郑州供电瓶颈$今年
-

月$河南省
电力公司与郑州市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电网发展
框架协议'协议规定$郑州市政府负责统一协调解
决辖区内

$$"

千伏及以上电网项目的建设用地问

题$ 并按照基础设施用地性质以实际成本价划拨
给供电企业使用'

近日$为了落实协议$郑州市委"市政府组建
了驻郑州供电公司% 首席服务官小组&$加紧为变
电站建设解决用地难等% 心病&$% 首席服务官小
组&经过现场办公$迅速提出更改规划"加速拆迁
等措施$ 郑州城区内立项多年未能开工的

$"

座变
电站征地"拆迁难题有望一一破解'

3

年间郑州三环内仅新增
&

座变电站

% 首席服务官小组&解供电企业% 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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