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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27日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
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将于7月 28日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报讯（记者 李铮）7月 27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
保市场主体、文化遗产保护、防汛救
灾、粮食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国
生主持会议，省长尹弘出席会议，省政
协主席刘伟列席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关于我省保市场主体有关情况汇
报。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更
加深刻认识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
产力，更加主动落实落细援企稳岗政
策，加大纾困帮扶力度，着力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以精准调控、高效服
务、务实举措，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对冲
疫情影响、增强发展活力；要聚焦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大开放招商力

度，加强重点要素保障，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让更多新市场主体健康成长。

会议深入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精神，指出要持续绷紧防汛
救灾这根弦，时刻保持战斗状态，密切
关注天气水情变化，强化预测预报预
警，以中小型水库、淤地坝、山洪、尾矿
库、地质灾害点、城市防洪除涝为重点
加强区域防控，抓好隐患排查，积极做
好防汛救灾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度
汛。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
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条真理，坚
决扛牢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坚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全力以赴抓好秋田管
理，再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会议听取加快推进二里头遗址发
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工作的汇
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工作方针，抓住机遇，主动作为，推
动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考古发现、学
术研究、成果转化、宣传普及、交流互
鉴取得新成果，统筹抓好文化遗产保
护、文化资源开发，更好讲述黄河故
事、中国故事。

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
况和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建议的汇
报，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整体企稳
向好，但要清醒看到，生产生活和经济
社会循环尚未完全恢复，疫情冲击带
来的风险隐患进一步凸显。要坚定信
心、抢抓机遇，按照省委十届十一次全
会安排部署，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抓住“十
四五”规划编制窗口期，深化改革开
放、强化创新驱动，聚焦重点领域着力
扩大内需，聚焦纾困帮扶增强企业活
力，聚焦延链补链推动转型升级，谋划

实施更多“两新一重”项目，全力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战，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保持抢的劲头、
攻的态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狠抓
落实，带头过“紧日子”，带头转变作
风，深入到延链补链强链第一线，坚守
在“六稳”“六保”工作最前沿，战斗在
脱贫攻坚主战场，与群众站在一起、干
在一起，凝聚起真抓实干、共克时艰的
强大合力。

会议听取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及我省贯彻意
见的汇报，指出要抓牢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创新教育载体，用好实践教材，
引导少年儿童养成好思想、好品行、好
习惯；各级各部门要重视少先队工作，
促进少先队教育与学校、家庭、社会教
育有机融合，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 26日，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该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以
22条具体措施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尽管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河南
民间投资却增长势头不减。今年上
半 年 ，全 省 民 间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2%，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9.5 个百
分点，成为拉动河南经济增长、释放
发展活力的“火车头”。

为进一步激发河南民间投资活
力，《实施方案》指出，首先，提升民
营企业“话语权”，政府重大经济决
策向民营企业家问计求策，编制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重大
改革方案和投资政策，研究布局重
大建设项目，应通过适当形式、在一
定范围内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其

次，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享受“同舱
位”，将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纳
入各级重点项目管理，开辟审批绿
色通道，相关审批部门主动为项目
单位办理前期手续提供辅导服务，
进一步强化综合审批事项协调、疑
难问题会诊和滞后事项督办。最
后，有效降低民间投资建设要素“成
本价”，完善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
合的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允
许土地使用权人在前期缴纳不低于
50%的前提下，一年内分期缴纳土
地出让价款。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 年出台的激活民间投资

“豫21条”旨在“纾困”，此次出台的
激活民间投资“豫 22 条”旨在“赋
能”，更加坚定市场主体投资信心，
通过高质量的民间投资促进扩大有
效投资，支撑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记者 7
月 27日从漯河市获悉，该市日前出
台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实
施方案，全力确保2020年实现全市
城镇新增就业3.4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省定目标以内，保持零
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漯河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介绍，该方案包括21项措
施，着力从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开发
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劳动者多渠道
就业、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技能
培训、优化就业服务、托底保障基本
生活等方面，多措并举稳就业、保就
业、保民生，突出“有干货、能落实、

可操作”。其中，在惠企政策上，漯
河市将持续落实养老、失业、工伤等
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免缓返”政策，
将6月底前到期的免征中小微企业
社会保险费政策延长至12月底，将
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
参保企业应急稳岗返还政策延长至
12月底。

数据显示，截至 6月底，漯河市
实现新增就业 29497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86.76%；共开展补贴性
培训 2.49万人次；免征企业社会保
险费2.85亿元，为全市96家企业发
放稳岗补贴 9530 万元，惠及职工
32.8万人次。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龚鸣）
7 月 27 日，记者获悉，根据全国交
强险上险量数据，今年 6 月，河南
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旗下
两款电动轿车名列 6 月纯电动轿
车国内上险量第 10 位，在造车新
势力靠谱指数（202006）排行榜上
名列第 6位。

在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国内汽车行业增长速度整体
减缓的背景下，河南速达坚持做“技
术流”，开拓国内外市场。速达
SA01 和 SD01 两款车型 6 月实销

985辆，公务车、网约车、私家车不
断交付。速达 SA01BC 纯电动轿
车整车及所属零部件已正式通过欧
盟 WVTA 认证，成为国内首家获
欧盟 WVTA认证的纯电动轿车制
造企业。今年 5月，该公司出口德
国的首批200辆 SA01BC纯电动轿
车交付。

据了解，河南速达于2019年进
入工信部汽车生产企业目录，成为
河南省首家获得国家发改委和工信
部“双认证”的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
产企业。③5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7月 22日，受副热带高压北抬影
响，我省大部分地区迎来降雨。见天
气不好，淇县西岗镇闫村巡河队队员刘
志红吃罢午饭便匆匆返回淇河大堤。
3公里长的护岸工程，他走了好几遍。

闫村位于良相坡蓄滞洪区的核
心区。该蓄滞洪区总面积 48平方公
里。由于地势较周边低，这里成为我
省海河流域运用最频繁的蓄滞洪区，
新中国成立至今累计进洪 10次，被
当地人笑称为“洪水招待所”。

“淇河是海河水系卫河的主要分
支，老话说‘淇河闯祸，卫河遭殃’，历
史上淇河洪水就多次在我们村漫溢分
洪。”提起良相坡蓄滞洪区的历史，刘
志红心有余悸。

“过去一进入汛期，乡亲们就得提
前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离。为了下游
安全，我们必须舍小家顾大家，时刻准
备着将洪水‘领进家门’。”入夏以来，刘

志红和其他巡河队队员一起，每天值守
在河堤上，为全村百姓站好第一道岗。

为平息水患，鹤壁市于2007年在
淇河上游建成投用盘石头水库，水库
控 制 流 域 面 积 在 淇 河 流 域 占 比
89.4%，削减淇河洪峰60%。同时，该
市还建成卫河坡洼（良相坡、柳围坡）蓄
滞洪区工程，使下游7个蓄滞洪区的防
洪标准由3年一遇提高至10年一遇。

西岗镇臧口村位于良相坡蓄滞洪
区的咽喉之地。在这里，淇河与共产
主义渠交汇后注入卫河，3条河拧成一
股奔流北上，河道狭窄，水势复杂。

臧口村村民臧建国家的土地位于
淇河岸边，最近雨水频繁“上线”，他的
心情也如坐过山车一般。地势低洼的

“先天不足”，并未浇灭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的热情和信心。他们想尽办法谋
求种地以外的新出路，越来越多人开
始从事养殖业。一来它不受气候和地
质条件影响；二来如再次滞洪，大不了

“赶着猪娃儿们一起撤”，总比“带不走
的庄稼地”更灵活、损失更小。

2012 年，臧峰泉从县城的纺织
厂辞职，回臧口村发展生猪养殖。然
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他拼命想要
远离这片蓄滞洪区。

“汪洋泽国的画面贯穿儿时记
忆，当初想离开家是种本能反应。但
在外面漂久了，谁又会不想家呢？”水
利治理能力的不断向好，让臧峰泉遵
从内心的选择回到家乡，他拿出自己
攒下的 10 万元积蓄购买生猪 100
头，开始发展生猪养殖，如今一年收
入超过 6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臧口
村先后有十多户村民从事生猪养殖。

“国家防总近日命令开启安徽阜
南的王家坝大闸。咱们全省一共 13
个蓄滞洪区，鹤壁就占了 6个。关键
时刻，鹤壁人也将发扬‘王家坝’精
神，坚决打赢海河流域防汛抗旱保卫
战。”鹤壁市水利局局长徐伟表示。

据悉，今年海河流域降雨较往年
总体偏多两成。目前，鹤壁正组织对
主要防洪工程进行全面排查，将防汛
责任措施落地落细。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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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中原
网球中心二期工程正
在进行收尾施工。该
工程占地面积约10万
平 方 米 ，包 含 一 个
5000 座 的 主 场 馆 、
2000座的副场馆，以
及预赛场馆、训练场地
和配套室外绿化工程。

中原网球中心二
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WTA郑州网球公开赛
举办地，进一步提升郑
州的国际形象。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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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6月 8日至 24日，新县、光山
县特色农产品消费扶贫专项展销
活动在郑州举办，销售金额771.8
万元。⑨6 谢万柏 摄

生产忙

7月 24日，尉氏县邢庄乡扶贫产业区医疗器械扶贫车间里，机器轰
鸣，工人在岗位上上胶、焊锡、包装，一派繁忙。该乡以优惠政策鼓励返乡
人员在家门口创业，已吸纳就业人员近3000人。⑨6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