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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晓玲

营商环境决定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其良好程度

决定地方招商引资的数量和质量，也间接影响当地的财

政收入、就业率和经济发展状况。我国的经济从2014年

起进入“新常态”，并实现了高速的发展，由于高品质的营

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

基础的优化培育，并对此采取了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也

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

河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大省之一，近年

来，河南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高度

重视营商环境制度建设，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河南省优

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在该方案中

首次提出河南省要构建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构

建工作付诸实际行动。2020年，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为市场主体投资发展提供保障。在此基础

上，河南省积极开展营商环境核心指标优化行动，持续优化

市场主体结构，积极实施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发展，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助力河南营商环境的高品质发展。

2022年，是“十四五”开局第二年，也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

提出“构建一流营商环境”，要求“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擘画了未来中国营商环境的美好蓝图，也

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出了更高层次要求。进一步提

升营商环境品质，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助力河南在

“十四五”时期更好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河南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事实

证明，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力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根

据《中国营商环境指数蓝皮书2021》，河南省营商环境指

数得分52.9，全国排名第14，高于当年人均GDP排名（第

18位），河南省各市之间营商环境差距较小。截至2021

年年底，河南省在公共服务、市场环境、政务环境、融资环

境以及普惠创新方面均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为了

进一步发挥高品质营商环境对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促进作用，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完善公共服务建设，助力企业高效运营。从医疗

保险和水电气方面着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进一步

简化医保、社保参保以及优化水、电、气费等的缴纳流程。

二是加强市场监管，打造透明的市场环境。从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持续推进“互联网+监管”、完善各领

域监管体系、规范城市管理部门执法行为着手，不断优化

市场监管，营造高品质的市场环境。

三是优化企业融资服务，增加普惠金融力度。鼓励

商业银行运用大数据等技术评估风险，完善商业银行绩

效评价，完善水电气、纳税、社保等领域信用评价标准体

系，让企业融资更加便利优惠。

四是提升司法效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实施和落

实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优化立案和审判工作方式，利

用大数据等技术突出智慧法院优势，让企业在健康、公平

的法治环境中成长。

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环境。进一步提

升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推动更多事项集成办理，推动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整合非紧急类政务服务热线，营造良好

的政务环境。

六是加快数字化发展，完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从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创新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环

境、构建数据安全环境、改善政府监管和服务环境等方面

着手，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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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区西大街街道强服务 解难
题增活力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郑州市

管城区西大街街道牢固树立“企业至上”

理念，扎实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为扩大消费，西大街街道

推出夜游、夜娱、夜食、夜购活动，所辖多

家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参与。致力于打造

优质营商环境，营造良好创业氛围，该街

道帮助19家企业代办、帮办、跑办证照，从

政策、服务、环境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发展，

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管西）
新密市西大街街道走深走实“万

人助万企”活动
今年以来，按照省委、郑州市委“项目

为王”的发展理念，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坚

持以项目促发展、增动能、惠民生，走深走

实“万人助万企”活动，优化亲商、爱商、助

商的营商环境。

在活动中，新密市西大街街道组建了

11个工作组包联辖区企业，深入走访调

研，帮企业纾困、促项目落地。据悉，新密

市西大街街道今年共有各类项目13个，其

中省级重点项目1个、本级重点项目8个、

市政工程建设项目4个，引资目标为3.3亿

元，截至目前已完成1.2亿元。（崔江丽）
浚县残联落实残疾人兜底保障政

策
今年以来，浚县残联以“两办一促”

为抓手，积极落实各项残疾人兜底保障

政策。一是残疾人证应办尽办。坚持

在申领自愿的原则下做到残疾人证应

办尽办。截至目前，已办理残疾人证

861个。二是开展主动上门办证服务。

严格落实年初制定的《关于规范上门办

证服务的通知》，及时安排工作人员为

46名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上门办证服

务。三是加大以培训促就业工作力

度。依托全国首家残疾人直播基地、国

家级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浚县鹤

翔职业培训学校，积极组织开展“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残疾人技能培训活

动。截至目前，已培训残疾人208名，

帮助125人实现就业。 （李晓悦）

管城区东大街街道全力护航企业
发展

郑州市管城区东大街街道始终坚持

在企业满意上下功夫、在助企服务中再

提升、在解决问题上出实招，当好企业发

展的“护航员”。今年以来共走访企业

180余次，召开座谈会70余次，解决问题

62个，千方百计帮企业克难、为经济蓄

能、为发展加分。 （丁成杰）

纪检监察干部要学会用“四种镜
头”提升工作能力

按照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要

求，纪检监察干部要学会用“四种镜头”工

作方法提升工作能力。一要善于运用“长

焦镜头”把握工作方向；二要善于运用“广

角镜头”征求工作良策；三要善于运用“聚

焦镜头”实施工作决策；四要善于运用“透

视镜头”解决工作问题。 （邓茜文）

“项目复工建设情况如何？”“还有什

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6月24日，

济源示范区纪工委监察工委驻住建局纪

检监察组来到帝豪上院项目建设现场开

展督导检查，着力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问题楼盘攻坚化解一直是广大群众

期盼解决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济源示

范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综合运用实地调研

督导、巡视巡察整改、跟踪回访督办等措

施，全力做好问题楼盘化解专项监督。

针对风险较大的楼盘，济源示范区

纪工委监察工委注重拓展监督合力，定

期组织问题楼盘办公室、法院、公安、属地

政府以及项目参建方等召开协调会及项

目碰头会，集中研讨项目复工建设办法，制

订合理复工方案。为有效提升监督质效，

济源示范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紧盯风险易

发、高发点，督导相关责任部门加强梳

理汇总、综合分析、个别研判，精准实施一

楼一策，全力推动问题化解。（刘静李涛）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瑞
敏杨芳芳闫军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6月26日，记者在长葛

市老城镇东关社区顺隆农业专业合作社

的300亩荷塘边，真真切切感受了一番

炎炎夏日里的清凉与惬意。

“这种集体经济模式真好，村民从繁

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土地收

入没减少，还有充足的时间打工和经商，

收入倍增。”老城镇东关社区党支部书记

韩培杰告诉记者，今明两年，他们计划再

流转土地1200亩，推出更多特色高效的

农产品，丰富百姓餐桌。

长葛市老城镇东关社区曾经历了机

械加工制造业的辉煌，随着市场环境的

变化，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该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三变”

改革为基础，探索实践“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流转本村和邻村

土地1700亩，建成莲藕基地300亩、有

机瓜果蔬菜基地120亩，预计2022年年

底将实现纯收入16万元，股民首笔分红

5万元，集体收入达26万元。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做强产业

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必

由之路。近年来，长葛市坚持党建引领，

由组织部门牵头，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密

切协作，以点带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增强村集体组织“造血”功能和自我

发展的能力。

大周镇和尚杨村把2650亩土地全

部流转给长葛博森农业合作社，村民提

供土地和管理，合作社与农业专业技术

人员对接，合作经营，同时村民共同出资

90余万元，兴办蜂机具五金生产车间，

每年出售蜂机具15万台套，年收益30

余万元，每年每人分红2万余元。该镇

小河董村2021年成功流转土地1000余

亩，成立专业合作社，合作种植特色黑小

麦，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8万余元。

2021年以来，长葛市已注册运营由

村党组织领办、利用村集体资源资产成立

的合作社18个，有效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徐明）6

月25日，夏日的阳光照在泌阳县羊册镇

下陶村整洁的道路上，路边的风景树随

风摇曳，映衬着绿树环绕的“四美”乡

村。游园里亭台、流水、健身设施等分布

在绿树之间，远远望去，一幅美丽的风景

画映入眼帘。

“自从人居环境整治以来，村里的路

顺了，灯亮了，环境美了，城里和外出务

工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村创业了。”正在打

扫游园卫生的村民齐书林说。

近年来，泌阳县通过归巢计划打造人

才引进“强磁场”，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人才智力支撑，涌现出一批“领头雁”。

“4年前，我就起了回乡创业的念

头。”下陶村养牛户陶群说，“以前因生计

所迫不得不外出务工，如今县里夏南牛

产业集群的发展给了我办养殖场的信

心，加上有专家指导和政策支持，脚踏实

地干就是了。”

在陶群的养殖场里，分布在各个牛

棚里的夏南牛、新疆褐牛、吉林西门塔尔

牛正抢食着被粉碎发酵的秸秆。“我们村

周边的秸秆都被我收购青贮后制成了饲

料，捡拾秸秆村民每年可增收1500元左

右，养殖场的牛粪被村民买走当有机肥

使用。养殖场现存栏230多头，用工需

求量很大，村民可以来这里打工挣钱。”

开展生态养殖的陶群尝到了循环发展的

甜头。“现在养牛每年有100多万元的收

入。因为有镇里的大力扶持，我准备再

建两个大棚，实行规模化养殖，到时候存

栏量能达700头左右，村民可以通过各

种入股方式实现增收致富。”陶群充满信

心地说道。

“在养殖场工作可以照顾老人和孩

子，每月工资2500元。我媳妇在村边的

大地服饰加工厂干活，每月有2000多元

的收入。今年麦子丰收、行情好，能卖个

好价钱。”下陶村村民陶广业说道。

“在县、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3年

前，我开办这个加工厂。我们都是订

单式加工，不愁销路，40多台机器每天

都停不下来。前一段麦收耽误了几天

时间，现在得加班加点赶订单。”大地

服饰加工厂负责人许东东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向宣垣黄俊菽）“听说詹

堂的荷花开了，今天约着朋友一块儿来观赏。这里的荷花

开得又大又红，刚才发了抖音，也发了朋友圈，朋友看了都

说要一起来游玩。”6月23日，游客张女士说。

仲夏时节，漫步光山县晏河乡詹堂村的十里荷塘，栈

道蜿蜒，只见满池的荷花争奇斗艳，幽香浮动，惹人陶醉。

虽是烈日炎炎，但抵挡不住游客赏花的热情，有的拍照记

录美好时光，有的凑近轻嗅荷花清香，有的沿着亲水栈道

领略美丽的园林风光。

为了更好地展示詹堂村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光山县

文化馆近日在詹堂村主办了《水墨詹堂——艺术摄影作

品展》，共展出摄影作品60余件，为前来赏荷的游客开启

一场深山村里的视觉盛宴。

“以前都是在城市展厅里看展览，没想到今天在家

门口赏花的功夫看了一场摄影展，有种特别新奇的感

觉。”暑假返乡的大学生董苗苗说。

詹堂村新奇的地方不止这一处。在这里，夜晚还能

领略传统光影艺术——皮影戏的魅力。

作为有百年皮影戏历史传承的古村落，詹堂村积极

探索发展新道路，开展了一系列非遗活动，打造“非遗+

旅游”融合新模式，让厚重的皮影文化“活”起来。

“我们村的皮影戏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欢迎游客前来

学习皮影戏。”詹堂村非遗传承人、省“百佳村宝”詹齐刚说。

为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和非遗文化发展，光山县文化

馆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詹堂村，为当地村民和游客带

来了花鼓戏《夫妻观灯》《川剧变脸》和民间小曲《对花名》等

精彩的演出节目，用文艺浸润田间地头。

游荷塘美景，品荷花美食，观水墨影展，赏文艺汇

演，忆皮影魅力……如今，詹堂赏荷已成为光山旅游一

张亮丽的名片。

6月25日，平舆县郭楼镇陈集村农民王永旺在装运刚刚采摘的甜瓜。近年来，王永旺承包了村里的60个蔬菜

大棚种植瓜果蔬菜，吸纳30余名脱贫户参与管理。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高品质营商环境支撑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游荷塘观影展赏非遗

光山詹堂村真文艺文艺文艺文艺

鲁山县赵村村
小村环境美 民宿来“安家”

泌阳县

引凤还巢 汇聚人才智力

长葛市

产业引领 增强造血功能

济源示范区

精准监督 化解项目风险

6月 27日晚福彩快乐8第 2022168期开
奖，中奖号码：03 04 11 16 19 27 29 35 40 42、
49 50 54 62 63 72 74 75 79 80。

截至目前，河南彩民今年共收获快乐8一等

奖2注。
此次大奖福地为邓州市41630126投

注站，投注金额10元，投注方式为选十单
式，中奖金额1000万元。 （豫福）

6 月 21 日晚，福彩双色球第

2022070期开出头奖9注，单注奖

金为713万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3

注，分落郑州、三门峡、巩义。当期

开奖后，郑州、巩义大奖得主先后现

身领奖，均为女彩民，共同见证福彩

好运。

数据显示，这3注一等奖分别出

自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鑫苑都会

广场41010296投注站，为一张单式

5注10元票，命中奖金713万元；渑

池县41128404投注站，为一张复式

票，命中奖金725万元；巩义市新华

路北段41710002投注站，为一张单

式5注10元票，命中奖金713万元。

开奖后第一天，郑州大奖得主

刘女士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奖，她和

家人购买双色球已经十年，平时多

以机选为主，每次投注金额都在10

元左右。“重在参与吧，这次的彩票

也是机选的，中奖很意外。”刘女士

说，当晚她查询开奖后，就知道自己

中了大奖713万元。“激动得很，睡

不着，这一早就来领奖了，很开心。”

好运无独有偶，巩义大奖得主

何女士也前来领奖，与郑州刘女士

相同的是，她也购彩十年了，每次投

注10元左右，喜欢机选，此次713

万元大奖彩票也是机选所中。但不

同的是，自从知道自己中奖后，即使

核对了好多次，何女士也一直不敢

相信是真的。直到她来到省福彩中

心兑奖室，福彩工作人员验票告知

中奖后，她才放心下来。

为了回报社会，领奖现场，巩义

大奖得主何女士自愿向河南省慈善

总会捐出善款1万元。“会继续购买

双色球，支持福彩事业。”何女士

说。 （豫福）

机选迎来好运 河南两位女彩民分别领走双色球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薛嘉言付娟娟）“村干部推

荐我去民宿务工，干得好一个月3000多元工资。”6月27日，

说起现在的日子，鲁山县赵村镇赵村村民赵丽霞很满意。

之前，赵丽霞一直在外地当保姆，年迈的母亲和正上

初中的孩子留守在家。今年春节期间，赵丽霞的母亲不

慎骨折，她只得回家照顾，几个月没有收入。自从到家门

口的喜逢民宿上班，她实现了顾家、务农、挣钱“三不误”。

据了解，喜逢民宿是赵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毗邻尧山

温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位于中原大佛景区东2公里处，

主要以山林木屋为主，精致雅韵，隐匿于山、林、溪、云、雾

等自然景观中，住宿与乡村休闲、旅游康养结合，成为吸

引游客的亮点，带动20余户群众月增收3000余元。

作为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村，赵村先后争取资金500

余万元，建成沿河步道1390米、拦河坝1座，投资59万元

进行户厕改造、污水治理，并安装路灯200盏。2022年，

该村招商引资186万元，建设畔湖湾民宿项目，投资500

万元建设夏荷湾综合体项目，两个项目完成后预计年收

入可达220万元。

“发展民宿是产业兴旺的有效载体，我们将依托生

态、旅游、人文等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探索出一条带动

镇域住宿业、餐饮业、休闲娱乐业和特色农产品销售等相

关产业发展的新路子。”赵村镇党委书记张学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