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讯
2018年10月17日 星期三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唐鼎

AⅠ·10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见习记者 张利瑶 记者 杨霄

本报讯 10 月 16 日，郑
州海关发布最新数据，2018
年河南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
总值达3668.2 亿元，刷新历
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同期增长
16.3%。

据郑州海关介绍，2018
年河南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
总值达3668.2 亿元人民币，
其中出口2307.3亿元，增长
22.1%；进口1360.9亿元，增
长7.6%。9月份当月，河南省
进出口总值770.1亿元，增长
81.4%。其中，出口483.5亿
元，增长93.4%；进口286.6亿
元，增长64.2%。前三季度外
贸进出口总值和9月单月进
出口总值均创历史新高。

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
度，郑州海关共监管进出境邮
件4126.3万件，增长79.4%。
其中，出口邮件监管量爆发式
增长。今年前三季度，郑州海
关共监管出境邮件 3967 万
件，占总量的 96.1%，增长
81.6%；进境邮件159.3万件，
占总量的3.9%，增长38.9%。

出境邮件的快速增长得
益于河南省电商业务的快速
发展。据河南邮政统计，全省
出口电商近80%的订单都采
用邮政渠道出口，邮政E邮宝
和小包邮件是出口电商“卖全
球”的主要方式。

“出境邮件主要以服装、
鞋帽、饰品等物品为主，进口
邮件主要以奶粉、母婴用品、
化妆品、护肤品、保健品等物
品为主。”郑州海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本报讯 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一流学科，简称“双一
流”。河南省建设情况如何？
昨天，河南省人大召开专题
会议，听取河南省“双一流”
建设情况。记者了解到，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双双进入“双
一流”建设高校行列，省财政
厅2018年度安排“双一流”
建设资金7.7亿元。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双一流”建设情况的汇
报显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双双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
行列。以此为标志，河南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据介绍，省委、省政府对

“双一流”建设高度重视，将
其纳入2018年重点民生实
事。去年7月，省教育厅会同
财政、人社、编制等部门，制
订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意见。
今年9月18日《中共河南省
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
流”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
印发。《若干意见》明确了
河南“双一流”建设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和政策措施。河南省也成为

国家启动实施“双一流”建设
以来，首个由省委省政府联
合发文出台政策支持“双一
流”建设的省份。

部省合建郑州大学是
“双一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3月12日部省合建协议
签署，郑州大学纳入教育部
直属高校序列，在学科专业
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
设、考核评价、对外交流合
作、评奖表彰、会议交流等方
面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对
待，为郑州大学一流大学建
设拓宽了发展空间。

“双一流”建设情况汇报

显示，省财政厅2018年度安
排“双一流”建设资金7.7亿
元；省人社厅在两个大学人
才引进方面开“绿色通道”。

截至9月底，郑大新增3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河大新
增2个；郑大获批23项科技
奖项或研发专项任务，河大
获批1项；郑大引进各类国家
级学术领军人才14名。

下ー步，省政府将加大
督促协调力度，确保有关支
持政策落地，并积极争取更
多的经费、资源和政策支持，
确保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2020年评估验收顺利通过。

郑州铁路和高速沿线
绿化将大大提升

铁路和高速路是城市沟
通外界的“桥梁”，铁路和高
速路沿线是进入城市的“第
一眼”，是城市形象最直观的
展示窗口。

市政府研究决定，集中
开展相关区域绿化及提升工
作。记者了解到，按照《省会
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
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
区域绿化工作方案》和《省会
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
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
区域绿化工作督导考核办
法》的要求，市园林局成为该

工作任务的统一牵头单位，
全市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
境干线公路、高速立交及出
入口区域违章建筑的拆迁、
垃圾清运等职责范围内的工
作由市城管局牵头负责。

这次绿化及提升工作主
要包括：完成北至黄河南岸、
西至绕城高速、南至绕城高
速、东至万三公路以外1公里
处围合区域内的铁路（含高
铁）沿线绿线内的所有规划
未绿化用地的绿化及提升工
作；完成全市“两环三十一放
射”包含的三环路、四环路和
三环、四环之间向外延伸的
31条放射道路生态廊道的绿
化及连通提质工作；完成市
域内高速、国省主干道两侧，

重点是京港澳高速、连霍高
速、西南绕城、郑民高速、商
登高速、汝登高速、郑云高速
两侧的绿化及提升工作；完
成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
域的绿化及提升工作。

各成员单位将利用半年
时间，在2019年4月30日前
高质量完成铁路沿线、生态
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
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等五项
绿化及提升工作任务。

部分干线公路、铁路沿线
颜值较低，影响城市风貌

近年来，郑州市加快构
建“森林、湿地、流域、农田、

城市”五大生态系统，着力打
造“三圈、一带、九水、三十一
廊”网络化生态空间布局，城
市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
市的生态品质稳步提升。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要看到在铁路沿线、生态廊
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
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建设
管养方面存在的差距和短
板，严重影响了城市风貌、窗
口形象，与主城区靓丽的生
态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基于以上原因，郑州市
出台文件，利用半年时间，集
中开展省会铁路沿线、生态
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
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及
提升工作。

“双一流”建设今年安排7.7亿元
我省成为首个由省委省政府联合发文出台政策支持“双一流”建设的省份

进入郑州的“第一眼”，就要让你惊艳！
郑州将用半年时间完成铁路、高速沿线绿化及提升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铁路和高速路沿线是进入城市的“第一眼”，半年过后，郑州铁路沿线、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将满眼绿色！
10月16日，记者从郑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郑州市将利用今冬明春园林绿化的有利时机，集中开展
省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及提升工作，在2019年4月30日前高质量
完成上述区域的绿化及提升工作。

破3600亿！
前三季度河南省外贸
进出口值创历史新高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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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轮转机对开四色机长，会计

五年以上经验13333710758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省当代社会舞蹈普及发
展中心登记证号：豫民民证

字第030164号，经理事会同

意现决定清算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
联系人：赵兰，联系电话：

13676914920.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声明

●肖战景豫南农业专科学校毕

业证(水)第8912号，因故遗

失，特登报声明原件作废。

●蔡志刚、男、1965年12月出生

1988年7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学

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

本科、工学学士，毕业证书编

号：88451遗失，特此声明。

●王明建驾驶证丢失，身份证号

410111197404130518，档案

编号410100917411，证芯编号

4100012988520，声明作废。

●臧红丽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

高级护理专业，证书编号10
4641200706002102遗失，声

明作废

●郁广法平顶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现平顶山学院）电气技

术专业专科毕业证遗失，证书

编号974106，声明作废。

●刘璨新乡医学院护理学专业

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104
721201005001382,声明作废。

●河南省万达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鹤壁分公司遗失备案登

记证明，编号:L-HEN0122
2-HBFS0012,声明作废。

●丁娟不慎遗失安阳职业技术

学院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42431201506000
062，声明作废。

●河南省臻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105008475
6）不慎将公司公章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赵文杰于2018年6月20日，因
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B2
）证号410104198303055038
档案编号410100915054证芯

编号4180012396937遗失，

现向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机动车

驾驶证，原证作废，特此声明

●郑州市郑东新区好怡佳百货

商行(信用代码92410100MA4
1TU910K)公章、财务章丢失，

声明作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