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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一川

本报讯 昨日上午，河
南与卢森堡一带一路经济合
作论坛在郑州召开。河南贸
促会与卢森堡大公国商会、
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航分别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
河南部分企业界代表分别与
卢森堡企业代表进行对话和
洽谈。

论坛致辞中，不论是河
南贸促会副会长梁杰一还是
卢森堡大公国商会国际部部
长雅诺都提到了双方合作的
发轫之初，就是2014年1月
14日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与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

卢货航的到来，标志着
郑州国际航空货运迈入新时
代。2014年 6月 27日"郑州
—卢森堡"货运航线首航仪
式举行；从最初的每周两个
航班加密至每周15班，今年
以来在郑货运吞吐量已突破
8万吨……短短3年半时间，
从航线开辟到航班逐渐加
密，从航空运输到国际贸易，
我省与卢森堡之间的合作，
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得中原者得中国，而得
卢森堡者得欧盟！目前，河南
GDP位居中国第五位，从这
里飞行出发两小时可覆盖中
国95%的GDP发达地区，这
是我们选择这里的很重要因

素。”卢森堡货航财务总监马
克西姆·斯特劳斯致辞中表
示，目前卢货航新增运力的
一半都来自郑州机场。目前，
他们正与河南航投合资成立
以郑州为基地的本土货运航
空公司。

卢森堡国家铁路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除了郑卢之
间的“空中丝路”值得期待
外，他们还一直在推动郑州
— 卢 森 堡 的 国 际 货 运 班
列。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总裁
徐平在论坛上表示，他们中
心主要是做跨境电商贸易，
去年的跨境电商贸易额已达
到50亿元，而今年的贸易额
将有望突破120亿。在大数
据方面，来自欧盟的货物约
占该中心跨境电商贸易总额
的 46%，而这些货物约有
40%是空运而来的，“空运占
比较大，但我们亟待在欧洲
有跨境电商物流综合服务提
供商来为企业服务”。

会后，河南部分企业界
代表分别与卢森堡企业代表
进行了洽谈。记者注意到，
河南航投方面与卢货航就增
加郑州机场货运运力，宇通
公司、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河
南旅游企业等相关代表分别
与卢森堡有关企业负责人就
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了商
议、洽谈。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郭东亮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河南机场集团了解到，按照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交警部
门的要求，为确保道路运输
安全，自 2017 年 9 月 13 日
起，郑州机场大巴凌晨2时~
5时不再运营，停运时间段内
如有需求的旅客请选择其它
交通工具出行。

目前，郑州机场大巴往
返市区共有6条线路，分别是
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民航
酒店、龙源酒店、火车站西广
场、高铁东站、高新区光华大
酒店。此前，机场大巴郑州
长途汽车中心站和民航酒店
2条线路在凌晨2时~5时正
常运营。新规出台后，机场

大巴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
民航酒店、龙源酒店、火车站
西广场、高铁东站、高新区光
华大酒店线路的末班机场发
车时间分别调整为 01：20、
01：20、20:00、21:00、19:
30、20:00，返程末班发车时
间分别调整为 20:30、20:
30、18:00、19:20、20:00、
18:00。

受新规影响，机场发往
郑州市区的大巴凌晨01：20
起停止售票，发往各地市的
大巴正常预售票。郑州机场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如需了
解机场大巴运营详情，可致
电 0371-68519508 或通过
河 南 机 场 集 团 官 方 网 站
www.zzairport.com、官 方
微信 zhengzhouairport 查
询。

□首席记者 李钊

本报驻马店讯 昨天上午，
由农业部、河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河南
省农业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承
办的第二十届中国农产品加工
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农加
工洽谈会”），在驻马店市会展中
心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以
及境外的5000余家企业、近3万
名客商参会，交流现代农业和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成就，共谋产业
合作。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致辞
并宣布开幕。河南省省长陈润

儿、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米尔扎
耶夫、匈牙利农业部部长法泽考
什·山多尔先后致辞。

“中国农加工洽谈会自1998
年起，每年的秋天都在驻马店如
期举办，一办就是20年。”据大会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会议期间
将举行农产品加工业重点项目
发布、洽谈和签约，优质农产品
展示和贸易，农产品加工业科
研成果展示、项目发布和签约，
参展产品评定及品牌培育，国
际合作交流，农产品采购项目
签约，二十周年成果展示，农产
品加工业与农村产业融合示范

园区建设论坛等一系列活动。
作为主办方的农业部，进一步加
大了对会议的支持力度，将中国
农加工洽谈会由原来的 4A级
展会提升为5A级展会，成为农
业部举办的4个5A级农业展会
之一，也是在全国地市级举办的
唯一一个5A级农业展会。

据悉，本届盛会与往届相
比，规模更大、内容更新、国际化
水平更高。参会代表团多达172
个，参会企业5000多家，其中国
内外500强企业20多家。参会
客商近 3 万人，其中境外嘉宾
500多人。

椒形正、着色好、肉皮厚、辣味浓，耐储运，柘城三樱椒因此而名声远扬。近年来，柘城县为把
中国三樱椒之乡品牌擦得更亮，大力实施“红色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小辣椒大产业、小辣椒大
发展、小辣椒大品牌。如今，被评为“中国三樱椒之乡”的柘城县拥有“八月红”“状元红”“吨椒王”
等38个优质朝天椒品种，又开发生产了辣椒油、辣椒酱、辣椒干、辣椒粉、辣椒片、鲜切椒等系列
产品，远销国内外，可谓“椒香满天下”。

丝路合作硕果丰
河南卢森堡利相融
河南·卢森堡一带一路经济合作
论坛在郑召开

郑州机场大巴
凌晨2时~5时停运

柘城椒香满天下
全国辣椒产业大会将于9月16日在柘城县开幕

展会从4A级提升为5A级
中国农加工洽谈会昨天在驻马店开幕

9月13日，记者获悉，2017
第十二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将
于9月16日在柘城县开幕。

说起柘城，大家首先想到的
就是柘城三樱椒。柘城的三樱椒
因其椒形正、着色好、肉皮厚、辣味
浓，耐储运而负盛名。“尖尖的头，
长长的身，小小的个头，红红的衣
裳”三樱椒的外表喜人，其辣度更
是了得。据了解，一般的线椒辣度
在1000单位，而柘城的三樱椒辣
度却达到20000单位以上。

柘城气候温和、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非常适宜
辣椒种植，自2000年以来种植
面积常年稳定在40万亩，三樱椒
占据重要地位。柘城县委、县政
府借此优势，大力实施科技兴
椒、质量兴椒战略，着力提升三
樱椒品质和标准化。深化与科
研院所的合作，先后培育出“八
月红”“状元红”“吨椒王”等38个
优质朝天椒品种，种子纯度达到
99%，在全国6大辣椒主产区推
广种植，成为国内具有较强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朝天椒制种
繁育基地。如北科种业培育的
优质品种每年在全国推广面积
达到80万亩以上。柘城县先后
被评为中国三樱椒之乡、全国辣
椒生产百强县。

如今，柘城县有10万人从事
辣椒种植、生产、经营，种椒专业
大户达到3.2万户，种椒专业村
达到100个、辣椒专业合作社达
到123家，省级三樱椒安全质量
示范区面积达到30万亩，已经成
为柘城主导产业。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柘城县
开始兴起辣椒粉、辣椒面等辣椒
产品初加工，以家庭小作坊经营
为主，档次低，规模小。后来兴
建有五味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柘城县红辣集团、柘城县蔬菜脱
水厂、柘城县酱菜厂等10余家辣
椒产品加工厂，但由于经营不
善，相继破产倒闭。 2000年以
来，柘城县通过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采取新建、技改扩建和资源
整合等方式，大力扶持发展河南

省白师傅清真食品、恒星食品、
春海辣椒、香港辣德鲜食品等10
多家民营加工企业。开发生产
辣椒油、辣椒酱、辣椒干、辣椒
粉、辣椒段、辣椒片、鲜切椒等系
列产品。实现了三樱椒加工业
由传统的加工工艺向采用先进
适用技术转变，由初级加工向精
深加工转变，增强了三樱椒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年加
工辣椒10万多吨，其中出口辣椒
产品1万吨，出口创汇2600多万
美元。

品牌打出去了，自然不愁销
路。柘城以豫鲁苏皖最大的辣
椒大市场为龙头，辐射带动乡镇
辣椒交易市场18个，年交易量达
到50万吨，交易额突破60亿元。
市场不仅辐射周边20多个省市、
自治区，同时出口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韩国及中
国台湾、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柘城县成为全国闻名的辣椒
产品购销集散地和全球重要的辣
椒出口基地。

□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曦 文图

柘城县丰收的辣椒

本报讯 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将其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进行谋划，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书写“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壮丽篇
章，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磅礴
的文化力量。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河南利用丰富厚重的文化底
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人民为中心，以改革做抓手，让
公共文化阳光普照中原，激发文

化产业活力，文艺创作收获累累
硕果，大气厚重、崇德向善、传承
创新、开放包容的新中原形象，
正在国之中部显现。

明日，本报将推出“牢记嘱
托 出彩中原”大型系列述评第
七篇，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河南日报》明日推出“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
大型系列述评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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