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

务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融资性

担保公司年审办法〉的通知》(豫政
金〔2015〕142号)、《河南省人民政
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

省小额贷款公司年审办法〉 的通

知》(豫政金〔2015〕141号)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

做好2015年至2016年度融资担保公
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年审工作的通

知》(豫政金〔2017〕50号)要求，经
各县(区)政府金融办初审、市政府金
融办复审，拟推荐上报下列15家融
资性担保公司和24家小额贷款公司
（名单附后）通过2015年至2016年
度年审，现予以公示，公示期2017
年5月8日~2017年5月14日。

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以电话、书面或电子

文档的形式(署明真实姓名、单位
及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市政府
金融办，以便及时核查处理。

监督电话：0377-63168918
电子邮箱：nysrzk@163.com
2015年至2016年度年审拟通过

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融资性担保公司（15家）

1.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

2.镇平县泰昌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3.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

限公司

4.河南省社旗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

5.南召县财信中小企业担保有
限公司

6.河南信达担保有限公司
7.方城县鼎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8.西峡县源鑫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

9.新野县金财中小企业担保有
限公司

10.河南中牧联合担保有限公司
11.南阳卧龙区龙升信用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

12.南阳新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3.桐柏县淮河源投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14.南阳菊荣中小企业担保有
限公司

15.唐河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24家）

1.镇平县金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淅川县汇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社旗县汇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4.社旗县勇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南阳高新区百盛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6.南阳市高新区金盛元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7.南阳市高新区新美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

8.南阳市高新区盛鼎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9.西峡县源盛公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0.西峡县汇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1.新野县荣鑫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

12.新野县汇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3.南阳市卧龙区六合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4.南阳市卧龙区翔宇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5.南阳市卧龙区华安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6.南阳市宛城区金川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7.南阳市宛城区海昌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18.南阳市宛城区汇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9.南阳市宛城区亿阳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20.桐柏县银复达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21.桐柏县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2.内乡县银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3.内乡县鑫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唐河县思源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南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7年5月8日

南阳市担保、小额机构2015年至2016年度年审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等要求，现对丹水-淅川、丹
水-西峡、丹水-内乡-镇平-茶庵门
站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选址意见书

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7年5月9
日至2017年5月17日。

公示期内，欢迎社会公众对该

建设项目选址情况予以监督。以单

位名义举报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单

位公章；个人举报反映问题的，应署

明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方

式。我们对举报或反映情况的单

位、个人给予保密。

联系单位：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城乡规划处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内

环路29号新蒲大厦
邮政编码：450046
咨 询 电 话 ：0371-68080852,

68080851
公示内容：

建设项目名称：丹水-淅川、丹
水-西峡、丹水-内乡-镇平-茶庵门
站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南阳豫能中原

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依据：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西二线伊

川鸣皋-嵩县-栾川天然气管道工程、
华润电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项目前期工

作的函》（豫发改能源函【2015】31号）
建设项目拟选位置：全线共分

为两段：茶庵-镇平-内乡-丹水-西
峡段依次经过南阳市城区、镇平县、

内乡县、西峡县；丹水-淅川段依次
经过西峡县、淅川县。

拟用地面积：拟占地约 3.0002
公顷（约合45.003亩）。

拟建设规模：线路全长约150.0
公里，项目总投资0.91046亿元。⑨3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丹水-淅川、丹水-西峡、丹水-内乡-镇平-茶
庵门站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选址意见书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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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选三大原因

马克龙胜选主要有三个原

因。第一，其竞选主张和执政潜

力得到选民认可。

7日投票当天，记者在多个投
票站采访的选民都表示，他们之

所以投票给马克龙，是因为认可

他在推动经济自由化、支持欧盟

建设等方面的立场，相信他能给

法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第二，马克龙的竞选策略较

为得当，并能及时调整。

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巴黎办公室负责人曼纽埃尔·拉

丰·拉普努伊在5日发表的一份报
告中指出，缺乏外交事务经验的

马克龙在竞选中对外交问题大多

表态模糊，既给自己留下余地，

也使得自己“像一艘大船，留下

大片空舱来承载选民的希望和梦

想”。

法国 《世界报》 注意到，当

勒庞在两轮投票之间支持率略有

起色时，马克龙及时转移话题，

攻击“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问

题软肋，防止自己的优势被蚕食。

第三，法国极右翼民粹势力

尽管不断增强，但目前尚未突破

瓶颈，不具备上台执政的民意基

础。

“法国看起来并未准备让极端

候选人治理国家，勒庞的极端主

张令大多数法国人担心，”法国罗

伯特·舒曼基金会主席让－多米

尼克·朱利亚尼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强调。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秘书长迈达尼·舍尔法告诉记

者，该机构研究发现，马克龙获

得的选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出

于支持他的主张，而是旨在反对

勒庞上台。“这既说明法国民众面

对极右势力仍然会放下分歧、共

同反对，但也反映出马克龙的民

意基础存在薄弱的一面。”

各界广泛欢迎
马克龙胜选消息传出后，受

到法国内外广泛欢迎。法国总统

奥朗德7日晚发表新闻公报说，他

已电话祝贺马克龙当选。奥朗德

说，马克龙的胜利“证实我们绝

大多数的公民希望团结在共和国

的价值观下，也凸显了他们对于

欧盟以及对于法国向世界开放的

热爱”。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通过社交
媒体祝贺马克龙当选，并表示

“非常期待和他共事”。德国总理

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马克龙的

胜利意味着“一个强大和团结的

欧洲的胜利，也是法德友谊的胜

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

人说，法国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

之一，期待和马克龙在广泛的共

同关心的议题上合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公开

信中表示，他对于马克龙“捍卫

一个强大和进步的欧洲的想法”

感到高兴，“我充分相信我们的合

作将会取得丰硕成果，并使得我

们共同的目标得以推进”。

棘手难题不少

在7日晚胜选后发表的公开电
视讲话中，马克龙对全体法国民众

说：“悠久历史的新一页自今晚翻

开，我希望这是代表希望和重拾信

任的一页。”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年任期

中，他将尽全力弥合国民间的分

裂，“怀着谦卑、奉献和坚定的心服

务法兰西”。

分析人士指出，年轻的马克龙

虽然踌躇满志，但他上台后将面临

至少四重棘手难题。

第一，目前法国面临失业率居

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反恐形势

严峻等多个挑战。

第二，素有“第三轮法国总统

选举”之称的议会选举6月份即将
举行，“国民阵线”、传统的右翼政

党共和党等政治势力已开始着手

竞选，支持马克龙的力量能否获得

议会多数席位尚难预料。

第三，民粹势力虽然未能在此

次选举中胜出，但民粹思潮的蔓延

可能给马克龙的施政带来较大压

力。巴黎政治学院专家吕克·鲁邦

指出，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

中，极右和极左的民粹势力卷走了

五分之二的选票，而这些民粹势力

“不会魔术般地退潮”。

第四，法国社会目前精英阶层

固化，与中产阶层的鸿沟扩大。鲁

邦说：“控制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

更注重体制的稳定性，不希望太多

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能否

推动真正的变革还需拭目以待。

（据新华社巴黎5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国家旅

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以

全域旅游理念引领全国旅游业改革发

展，我国旅游正从“景点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旅游业在旅游市场监管、

旅游公共服务、旅游产业改革、旅游管

理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实现了大量突破。

阜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赵强

介绍，阜康市以天山天池为依托，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全域旅

游示范区建设，对旅游资源再整合、

产业链再延伸、基础设施再强化、公

共服务功能再完善，着重构建全方

位、多元化旅游新格局。

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指出，

在我国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

是建景点、景区、饭店、宾馆。然而

旅游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全民

旅游和个人游、自驾游为主的全新

阶段，传统的景点旅游模式已不能

满足现代大旅游发展的需要。我国

将通过发展全域旅游促进旅游产品

多元化，从建设单一的景点景区转

向建设美丽乡村、旅游小镇、风情县

城、优秀旅游城市等全域旅游目的

地，进一步提升游客的幸福感。

国家旅游局：

以全域旅游理念引领旅游业发展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

马克龙成为法国最年轻“掌门人”

国际观察

人口健康、海洋发展、环境保

护、公共安全……面向2030，社会
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在“十三五”

期间将有哪些“大动作”？科技部

副部长徐南平近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为您独家描绘属于中国社

会发展科技创新的三大看点。

服务科技创新“三
步走”

聚焦重大民生关切、大幅增加

科技供给、创新链条向转移转化延

伸……细数近年来社会发展科技

创新领域的成就，徐南平介绍，我

国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四梁八

柱”已初步建立，将有效推动科技

创新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
会建设总体布局在不断调整完

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

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在国家战

略布局中越来越重要。”徐南平表

示，“去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发出

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确定了

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目标，提出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将社会

发展科技工作摆在国家科技发展

全局更加重要的位置，为社会发展

科技创新提升了信心。”

“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为

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工作树立了新

标杆。徐南平说：“去年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深

入解析，为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提出

了新目标。科技部将按照‘抓战

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的要

求，谋求新方法，着力推动社会发

展科技工作由科研管理向创新服

务转变，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

“健康、美丽、平安
中国”新图景

“我们的衣食住行基本都将得

到解决，那么老百姓的需求是什

么？”徐南平说，“需要更好的空气、

更洁净的水、更健康的生活和更安

全宜居的环境，这些都与社会发展

程度密切相关”。

徐南平表示，“科学研究既要

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经济发

展与社会发展互为支撑，社会发展

不仅是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也是

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要把握好

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新内涵，在保

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科

技创新工作新理念，实现从服务

‘小众’向服务‘大众’的转变，织就

保障亿万群众生活的幸福网”。

“十三五”期间，科技部将围绕

“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

的重大需求，关注科技与经济、社

会、民生等发展相结合，通过抓规

划，系统布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

计划等，落实规划明确的目标和任

务。

“一系列民生工程，都离不开

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健康、美

丽、平安中国的新图景正在铺展。”

徐南平说。

创新推动社会发
展“新路径”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总体

部署，科技部在社会发展领域启动

14个重点专项，与“十二五”863计
划和支撑计划经费投入相比，增幅

约为37％。
科技部还将启动中医药、防灾

减灾、食品安全3个重点专项。与
此同时，已分批启动了“深海空间

站”、“健康保障”和“京津冀环境综

合治理”等3个“科技创新2030—重
大项目”。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科技强

国，在科技赛场竞争必须有‘一

招鲜’，必须在若干领域创新水平

处于世界前列。必须瞄准原创

性、颠覆性和解决重大问题的技

术创新，前瞻性和引领性地部署

重大任务。”徐南平表示，一是优

势领域要变得更强，比如水稻，

我国杂交水稻育种在国际上处于

领先地位，未来要进一步引领该

领域的发展；二是战略必争领域

一定要强，比如海洋科学领域，

要实现海洋强国战略，跻身世界

强国之列；三是引领未来发展的

重要领域要超前布局，比如生物

技术，一定要做大做强。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今年，面对深入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各地各部门

需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坚持问

题导向，敢于真抓实干，拿出切中

要害的改革方案，而不能因为怕

触碰旧的利益格局而左右逢源，

把改革方案磨得没有棱角。

改革，改的是旧的利益格

局。当前，个别地方和部门面对

改革中的难点，常常因顾及各方

利益而缩手缩脚、裹足不前，动不

动就“先放放”“再议议”，或者搞折

中主义，拿出个看似名头很大、实

则空洞无物，美其名曰“融合各方

观点”的方案。这样的改革原地

踏步、毫无建树，改了等于没改。

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

些地方拿出方案，看起来成效明

显，但深究发现，往往含金量不

足。再比如对政府办事窗口的改

革，不少地方和部门纠正了过去

“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现在确

实“门好进、脸好看”了，但“事难

办”的情况依然存在。

改革进行到今天，容易改的，

基本改完了，留下的，往往是难啃

的“硬骨头”，越到后面，困难越

多，风险越大，利益调整也越深，

阻力往往就越大。但必须清醒认

识到，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

长痛，面对风险和挑战，必须拿出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勇气，推动

改革全面深化。

面对各种矛盾，各级领导干

部要及时与中央要求对标，做到

心中有数，增强改革定力，抓住改

革时间窗口，只要是符合中央要

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

的改革，就要坚决改、大胆试，一

抓到底，务求实绩，让改革造福于

人民、造福于国家。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设计改革方案切忌磨没了棱角

新华时评科技创新助力社会发展将有“大动作”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谈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三大看点

法国内政部8日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前经济部长、主张跨越

“左右之分”的“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7日举行的法国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超过66％的选票，当选总统。

年仅39岁的马克龙为何能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

统？这位年轻的“掌门人”又将如何引领法国前进？

今年第一季度的数

据显示，郑欧班列共开

行63班，去程33班满载

率 112％，回程 30班满

载率 109％。图为郑州

国际陆港集装箱吊运场

面 新华社 发

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

8日从财政部获悉，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激发创业活力，我国将压缩

财税优惠办理时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

布《压缩财税优惠办理时间改革实

施方案》。方案明确，结合财税体制

改革要求，简化优化财税优惠办理

环节和流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

断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方案提出，编制财税优惠事项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结合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编制工作，全面梳理

财税优惠政策，分别归类整理，编

制财税优惠事项清单。规范优化办

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逐项细化

财税优惠办理的流程，明确各岗

位、各环节职责权限，严格规范自

由裁量权。

方案同时要求加大政策公开力

度、简化优化申报流程、推动便民惠

民服务、提升整体工作效能。

我国将压缩财税优惠办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