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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单晓
琳）8月 4日，记者在襄城县市民之家

看到，前来办事的群众在经过查码、测

温后，进入大厅到不同办事窗口办理

业务。

“窗口有监督二维码，能评价服

务、反映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

反映渠道。”在市民之家大综合服务区

办理业务后的孙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 4月份，针对群众监督存在

的“上门举报远、写信举报慢、电话举

报说不清、当面举报怕打压”等现实难

题，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襄城

县纪委监委把发动群众监督作为优化

政务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抓手，

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为市民之

家所有办事窗口逐个制作了专属监督

二维码，并将二维码展牌张贴在办事

窗口显著位置。

群众在窗口办理事项后，只要用

微信扫一扫，即可实时对工作人员的

服务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还能通过

文字、图片等形式对工作人员的服务

态度、工作作风、违纪违法等行为进行

监督、投诉和举报。群众提交的投诉

举报内容实时传递到智能监督系统，

由县纪委监委联系行政服务和大数据

中心工作人员解决。

自5月 10日以来，襄城县纪委监

委共收到206个满意评价，23个不满

意评价，23个民生监督不满意项已全

部处理完毕。此外，在襄城县市民之

家一楼，还设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群众可以到此找值班人员寻求帮助。

“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码上’监督系统让群众将举报箱装进

口袋，成为针对干部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作风顽疾的新利器。通过群

众监督，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

改正、提高服务质量，能更好地为群众

办事。”襄城县行政服务和大数据中心

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郎超伦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8月 9日，

全省水权交易集中签约仪式在郑州举

行。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仪式并鉴签。

签约仪式现场，郑州市政府与南

阳市政府签订意向书，交易南水北调

用水结余指标 2亿立方米；出山店水

库管理局、前坪水库管理局分别与河

南水投集团签订供水收费权转让协

议，转让供水收费权1.63亿立方米和

1.6亿立方米；光山县五岳水库管理局

与河南新华五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

司签订用水指标转让协议，转让 138

万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指标。

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

积极推进水权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

水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的

重要体现，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五水综改”工作的重要体现。我省作

为全国 7个国家级水权试点之一，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处于长江、淮

河、黄河、海河流域的市县区域之间，

组织开展了南水北调用水结余指标跨

区域跨流域水权交易。截至目前，累

计达成交易意向或协议12宗，涉及年

交易水量8.67亿立方米，已实现交易

8宗5.46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高望李子硕

“在我们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时，建

行漯河分行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云税

贷’和‘云电贷’产品，贷款资金秒到账，

真是太感谢了！”8月 6日，看着公司账

户打入了 100 万元贷款，现金流被盘

活，漯河亚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帅龙激动地说。

在疫情防控影响、经济下行双重压

力下，漯河市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拓宽

企业融资渠道、改进用工模式、打通产

销链条，帮助企业复工达产、加快发

展。上半年，该市中小微企业数量未减

反 增 ，总 量 达 7.89 万 户 ，同 比 增 加

9.9%；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贷款同比分

别增长 10.2%、71%；全市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4.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针对中小微企业缺资金、贷款难等

问题，漯河市结合不同企业需求开发特

色金融产品，先后推出“中标贷”“专利

贷”“科技贷”“沙澧振兴贷”等金融产品

40余种。上半年该市中小微企业新增

贷款 51.41 亿元，减少利息支出 6030

万元，贷款余额达453.89亿元。

在增贷的同时，漯河市建立减税降

费“绿色通道”，优先处理中小微企业退

税申请，累计为中小微企业减免税费

12.95亿元；在全省率先推行歇业“联办

并审”机制，实现市场主体歇业“一键暂

停”，减缓企业税费、社保等成本压力；

建立1亿元创新引导基金，引导企业通

过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上半年全市中

小微企业研发投入达9.4亿元，进一步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南街村集

团的招工难、技术工人短缺又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为此，漯河市主动搭建平

台，协助企业招聘熟练技术工人160多

人次，及时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为

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漯河市明

确“首席服务官”招工指导职能，精准对

接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开展“用工服务

月”招聘和“微信送岗”服务，邀请应聘者

入企参观，组织各类招聘163场次，现场

达成意向1.5万个；为企业新聘用人员提

供免费岗前培训，推动带“技”上岗；积极

破解员工“闲得慌”与企业“用工荒”矛

盾，统筹全市食品产业淡旺季用工需求，

实行员工“调配使用”，提升人力资源配

置效率，试行以来，先后有16家中小微

企业“共享用工”3000余人次。

销售渠道窄、品牌知名度低，一直

是产品销售的“拦路虎”。基于此，漯河

市建成全国首家“食品云”平台，产品标

识注册量 1120万个，解析量 170多万

个。不仅如此，依托“云闪付”平台，漯

河市发放政府消费券5980万元，对零

售类、汽车类、住房类消费予以补贴，鼓

励商贸企业通过让利打折、品牌特卖、

满减返券、积分兑换等方式刺激消费，

直接拉动消费 2.38 亿元以上；政府采

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预留政府采购份

额，给予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支

持，中小微企业占全市政府采购比重达

到99.5%。

“我们出台的一揽子助企纾困举

措，从财税支持、金融支持、促进服务业

恢复发展等7个方面，帮助各类市场主

体提振信心、增强活力，稳住了全市经

济稳定发展的基本盘。”漯河市常务副

市长李建涛说。

漯河市 提振企业信心增强市场活力

本报讯（记者张莹）进入 8 月

份，我省持续高温天气，无有效降雨，

作为我省第一大秋作物的玉米，极易

发生各种病虫害。8月 8日，滑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陈一品

提醒大家，玉米即将进入病虫害盛发

期，一定要早发现、早防治。

“当前，夏玉米大多授粉完毕处

于籽粒形成期，进入生长发育和产量

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受持续高温

天气影响，夏玉米植株抗逆性降低，

极易发生各种病虫害。”当天，陈一

品前往杜庄村查看玉米生长，拿起

一片玉米叶说，“你看，中下部叶片

有黄斑点，这是玉米叶斑病，这样的

病斑会逐渐扩展蔓延，严重时造成

叶片枯死，高温高湿天气有利于该

病的浸染和蔓延，对玉米产量和品

质影响较大。”随后，他又查看了草

地贪夜蛾、玉米螟性诱捕器等病虫

害监测设备。调查表明，目前滑县

部分玉米地块叶斑病、褐斑病等不

同程度发生。

“玉米叶斑病正值发病初期，是

防治的有利时机。”陈一品说，防治可

选用 40%苯甲·戊唑醇悬浮剂 15~

20毫升/亩，或 30%苯甲·丙环唑乳

油 20~30 毫升对水常量喷雾，也可

用植保无人机加水 1.5 公斤统防统

治，间隔 7~10 天喷一次，连喷 2~3

次。

“高温高湿情况下容易发生玉米

南方锈病，还要预防后期病虫害，如

玉米螟、棉铃虫等。”陈一品说，“防治

叶斑病的药液可与氯虫苯甲酰胺、甲

维盐等杀虫剂和锌肥或磷酸二氢钾

一起喷施，同时防治棉铃虫、玉米螟

等害虫。”

“要发挥秋作物病虫害群防群治

的主导作用，力争早发现、早防治，防

患于未然。”陈一品说。截至目前，滑

县秋作物基本上病虫害防治2~3遍，

玉米病虫害目前总体发生较轻微。

丰收不到手、管理不放松。针对

秋粮作物即将进入病虫害盛发期，全

省应适时开展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和

水肥管理，全力以赴再夺秋粮丰产丰

收。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周
萍）“咱们先去西虢镇中逯、落驾头

和义井三个村的农田里看看虫情测

报灯的监测情况，然后尽快发布病

虫情报，提醒群众及时开展防控工

作。”8月6日，暑气蒸腾，室外温度虽

高达 38℃左右，但对于孟州市农技

专家林开创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却

正是开展秋作物病虫害防控的关键

期，农时耽搁不起。

“林站长，你们又来了，太好

了！”正在花生田里干活的义井村村

民刘彦军一抬头，看到林开创带着

农技人员上门指导，非常高兴，他知

道让他头疼的田间棉铃虫、甜菜夜

蛾虫害又能解决了。

“当前正值甜菜夜蛾、3代棉铃

虫危害盛期，可以用甲维盐、氯虫苯

甲酰胺、菊酯类农药以及其复配剂

进行喷雾，当前气温较高，喷药时间

一定要选择在上午 9点前或下午 5

点以后喷雾。”林开创对刘彦军说。

“咱市的农业专家会经常给俺

们上秋田管理课，普及除草、分期追

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和应对旱涝

天气防灾减灾方法，现在天气这么

热，也不例外。”听了林开创的一番

技术点拨，刘彦军犹如吃了一颗定

心丸，眉头舒展开来。

当好农技“保姆”，唱好农业“四

季歌”，是该市农技战线众多“林开

创”对自己工作的定位。据了解，7

月份以来，孟州市农业农村部门通

过开办“巡回秋管技术课堂”，对新

型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户开展面对面

培训，利用网络平台、微信工作群、

电话沟通等方式，全方位为农户答

疑解惑，特别是依托中国农技推广

App、云上智农平台，开展“精准式”

科技服务，助力秋田管理。

8月7日，正阳县黄磊家庭农场的工人们正在花生大田拔草。连日来，该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全县农民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秋
粮丰收。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探索建立水权交易制度
深入推进五水综改工作

两稳一保精准发力

忙秋管 保丰收

高温持续 夏玉米注意防病害

襄城县

服务好不好“码上”见分晓

本报讯“公司刚缴完税，不动产

登记中心就把证给办好了，这效率简

直不可思议！现在企业拿地办证太简

单了，真心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点

赞！”8月9日下午，潢川县中创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通过不动

产登记企业专窗，实现零材料申请不

动产登记并即时领取证书，成为潢川

县推进“交地即交证+零材料登记”改

革的首个受益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交地即交

证+零材料登记”服务模式是潢川县

针对企业用地办理不动产登记，实施

的一项便民利企改革措施，是“交地即

交证”改革的升级版。

潢川县自然资源、税务、财政部门

通过数据共享，将企业信息和税费缴

纳凭证等资料即时传递给不动产登记

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依据共享获取的

电子信息办理登记，企业无须提交任

何材料便可直接申领不动产权证书，

实现招拍挂用地办理不动产登记无纸

化和拿地即发证的双重改革。

该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表示，“交

地即交证+零材料登记”改革举措的

顺利推进，打破了以往不动产登记的

固有模式，将被动依申请登记变为提

前介入主动登记，通过部门联动、简化

流程、前置核查、数据共享等方式，实

现交地与办证“零时差、零材料、一站

式、全同步”的无缝对接。用地企业无

须到不动产登记大厅申请首次登记，

在交地时点无须提供任何申请材料，

即可通过网上下载、免费邮寄、送证上

门等方式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真正实

现了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免申即享、

即办即结”。

（李振阳王春）

潢川县

交地即交证 登记零材料

孟州市

秋管课堂到田间
农技培训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军）8月 9日，我国杰出的翻译家、作

家、教育家曹靖华先生诞辰 125周年

纪念活动在其家乡卢氏县举行。

三门峡市委常委、卢氏县委书记王

清华出席活动。纪念活动还邀请了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原副主

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中国

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李晓东，以及曹

靖华的孙子曹智、外孙曹明等参加。

在当天举行的座谈会上，陈建功

说，曹靖华先生是革命先辈，早年受李

大钊、瞿秋白的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

留苏期间翻译了《铁流》《保卫察里津》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革命文学作

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靖华是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是“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俄苏革命

文学的先驱者，一生共翻译俄苏文学

作品30多种300余万字，这些作品在

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巨大

作用，鼓舞成千上万的读者投身革命。

曹靖华还是将白话文和中国现代文学

带入俄苏的第一人，为党的文化教育

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推动中苏

文化交流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卢氏举行纪念曹靖华先生诞辰125周年活动

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本报讯（记 者孙静 张笑闻 杨
青）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8

月 9日上午，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

务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开

幕。外国政要、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

者、知名跨境电商企业代表等 900 余

人深入探讨交流，为全球跨境电商发

展贡献经验和智慧。乌拉圭总统路易

斯·拉卡列·波乌向大会致辞。省委书

记楼阳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

幕。

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全

球跨境电商大会主席龙永图出席并致

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书

记、会长任鸿斌，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

助理郭婷婷视频致辞。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孙守刚致辞，省领导费东斌、陈

星、安伟、何金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商务部原

副部长蒋耀平出席。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

视频致辞。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索海尔·汗出席并致辞。世界海关组

织秘书长御厨邦雄致贺信。乌拉圭

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

明戈斯、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

霍纳等出席。

路易斯·拉卡列·波乌在致辞中

说，河南地处中国中部，是促进全球电

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全球跨

境电子商务大会是了解跨境电子商务

现状和未来的重要平台，对加强中国

和乌拉圭之间的贸易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当前，乌拉圭高度重视数字经济

发展，正积极打造区域和全球的数字

经济中心。乌中两国在电子商务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乌方愿在取得原有成

绩的基础上与河南持续深化合作，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电商企业提

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法律保障，共建发

展、共享未来。

任鸿斌、郭婷婷在致辞中表示，河

南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开放大省，郑州是

国务院先期批复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之一，产业基础好，区位优势得天独

厚，跨境电商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商务部愿与河

南省一道，进一步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大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推动跨境电

商蓬勃发展，助力外贸保稳提质，为促

进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

苏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还举行了跨境

电子商务高峰会。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自2017年

起每年在郑州举办一届，对我省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打造“网上

丝绸之路”和内陆开放新高地意义重

大。本届大会聚焦全球电子商务贸易

便利化、物流创新与新经济发展、“丝路

电商”国际合作等内容进行探讨，对推

动跨境电商持续创新发展、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马耳他圣玛格丽

特中学“中国角”师生，鼓励更多马耳

他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在中马双方共同努

力下，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为增

进马耳他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促进

中马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中

国角”越办越好，欢迎师生们来华交流

学习。

习近平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

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蕴含的文化渊源。我们生活的世界

历史和现实交织、希望和挑战并存，人

类命运休戚与共，唯有守望相助、合作

共赢才能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为破

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广泛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马建交50

周年，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不同历史、不

同文化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希望更

多马耳他师生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

人文交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和人

民友好的传承者。

圣玛格丽特中学是马耳他一所综

合性公立学校，2010年在中方支持下

创办“中国角”。日前，该校“中国角”师

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

喜爱，引用《礼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

家”，积极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一带一路”倡议，祝福马中建交50周

年，表示愿为马中文化交流多作贡献。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在郑开幕
路易斯·拉卡列·波乌致辞楼阳生宣布开幕

习近平复信马耳他中学“中国角”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