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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在重点片区
开办国际学校，加快建设
河南卢森堡中心

意见提出，要严格落实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
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
致原则管理。研究制定吸引
企业地区总部或功能性机构
落户的鼓励政策。

意见还提出，要通过加快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持
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等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其中，在国际
化社区和国际化企业集聚的
重点片区开办国际学校、开设
国际课程和配置国际化医疗
机构，提供与国际接轨的教
育、医疗保障服务。加快建设
河南卢森堡中心。为符合条
件的外国人才在办理永久居
留、签证证件等方面提供更加
便利的服务。

【开放通道】统筹推进空
中、陆上、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

如何持续提升开放通道
优势？

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空
中、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深化郑州和卢森堡“双枢
纽”战略合作，优化通航点布
局，加密国际货运航线航班，
推动新开直飞欧洲、大洋洲、
美洲等洲际客运航线。实施

“中欧班列（郑州）+”建设工
程，加密往返班次，拓展至北
欧、南欧、东盟等新线路，推动
设立一批海外分拨集疏中心
和分拨基地。推进区域中心
城市及其他有条件的省辖市
建设中欧班列（郑州）货物集
散中心，完善跨区域集货节点
功能。开通至主要港口的海
铁联运班列，推动内河水运与
沿海港口无缝衔接，全面对接

“海上丝绸之路”。

【平台】强化自贸试验区
引领作用，积极申建内陆
自由贸易港

如何利用国家政策助力
河南构建内陆开放高地？意
见予以明确。

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开放门户功能。全
面实施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战略规划，建设卢森堡货
航亚太地区分拨转运中心。
吸引知名航空公司在郑州设
立基地公司。培育航空偏好
型产业集群，打造全球智能
终端研发制造基地。建设中
卢创新科技产业（郑州）园
区。加快发展飞机租赁、飞
机维修、航空培训、高端服务
等产业。

强化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开放引领作用。持
续深化五大服务体系建设，全
面落实各项改革试点任务，加
快建立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
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研究制
订进一步深化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开放的方案。加大自
由贸易试验区内电信、文化、
旅游等领域对外开放压力测
试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复制上
海、广东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深
化改革经验，积极申建内陆自
由贸易港。

加大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开放合作力度。支
持中国科学院及其直属院所、

“双一流”高校、中央企业所属
研究机构等在示范区设立分
支机构或共建新型高端研发
平台。加快郑洛新·中关村双
创基地建设，探索建立“成果
中关村、转化郑洛新”的常态
化合作机制。

高标准建设中国（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招商引资】争取世界
500强企业在豫设立区
域总部

意见提出，要扩大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制
订重点产业招商引资专项行
动方案。落实国家扩大汽车
整车制造开放措施，支持外资
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按照
国家现代服务业开放整体部
署，鼓励外商在豫投资设立金
融机构、保险公司、投资性公
司、营利性养老机构等，支持
合资证券公司发展。

积极引进企业总部和功
能性机构。争取世界500强
企业、全国500强企业在豫设
立区域总部、采购中心、物流
配送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
生产环节在我省的企业将行
政、销售、核算、研发等机构迁
入我省，支持在豫地区总部和
总部型机构集聚业务、拓展功
能、提升能级。依托郑州市郑
东新区龙湖金融岛、龙子湖智
慧岛等区域，重点引进一批外
资金融、大数据、信托基金等
企业总部。

【开放合作】赋予新型研
发机构人员聘用、经费使
用更多自主权

构建内陆开放高地，人才
和创新是关键。意见明确，要
持续实施高层次人才国际化
培养项目、国际人才合作项
目。加强各类引智平台建设，
实施名校英才入豫计划，扎实
开展海外名校英才回归、海外
智力中原行等活动。吸引一
批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高水平创新团队来豫发展，按
照不同层次，分别给予相应资
金和政策支持。

要加快引进国内外知名
高校和特色学科，办好河南大
学迈阿密学院等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加大高校研究院、人
才培养基地、技术研究中心等
新型研发机构引进力度，赋予
新型研发机构人员聘用、经费
使用、职称评审、运行管理等
方面自主权。建设省级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公共
创新平台。建立与国家级研
发机构合作机制，高标准建设
生物育种创新中心等国家级
高端研发平台。

【贸易强省】鼓励企业设
立海外营销渠道和海外
仓

意见提出，大力发展跨境
电子商务，鼓励企业设立海外
营销渠道和海外仓。加快发
展“保税+”新型贸易。完善强
制性产品认证、质量追溯和售
后服务体系，开展汽车平行进
口试点。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粮
食交易大会将于6月21日~
23日在郑州举办。

本届大会除了举办优质
粮油产品暨技术设备展览会
外，还将举办粮食电子交易
活动、供应链创新论坛、粮油
政策及供求形势分析会、项
目投资推介暨签约仪式等4
个相关活动。

此外，交易大会期间，还
将同期举办全国加快推进粮
食产业经济发展第三次现场
经验交流会、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与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关于开展南南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河南省
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报告会等活动。

大会展览面积65000平
方米，参会企业2200多家，
专业观众1.5万人，预计参观
人数5万人次。届时，全国
所有省份将组团参会，国内
粮食行业知名企业和重要采
购商也将应邀参展。

本报讯 17日，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在2019年迎峰
度夏媒体通气会上透露，预
计河南电网今年夏季最大负
荷需求可达7100万千瓦，较
2018年增长750万千瓦。高
峰大负荷时段存在约390万
千瓦供电缺口，主要集中在
豫中东和豫南地区。

据悉，在用电高峰期，中
原区棉纺路与桐柏路交叉口
附近区域，惠济区连霍高速
以北区域、郑东新区金水东
路以南区域，新郑地区南部
的观音寺镇、梨河镇，北部的
龙湖镇，中牟地区南部的姚

家镇一带，可能会出现供电
紧张情况。

在停电信息告知方面，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闻
发言人张毅明表示，在今夏
如有停限电需要，将提前采
用微信、短信、媒体等多种
方式告知，确保100%向电
力用户告知停限电信息。

在服务方面，郑州电力
客户可通过 95598 和本地
24 小 时 用 电 服 务 电 话

“68806880”、河南电力微信
公众号等服务渠道，办理业
务咨询、服务投诉和电力故
障报修。

由中国政法大学制度
学研究院和大河报社联合
举办的“新时代融媒体发
展与法制新闻采写高级研
修班”从今日起开始正式
报名。

办班目的：进一步推
进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
思想工作的系列重要论
述，提高新闻媒体队伍及
通讯员队伍的理论水平、
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能
力，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闻
宣传的新任务、新要求，积
极探索融媒体发展新路
径、新经验，认真研究新形
势下的舆情应对，提高法
制新闻写作能力，共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新贡献。

培训内容：移动互联
网时代融媒体发展趋势、

路径研究；媒体融合发展
中的新媒体、自媒体、直播
及抖音等平台建设；依法
治国背景下的媒体法制建
设浅析；浅谈平衡原则在
法制新闻报道中的运用
等。

报名对象：河南省各
市、县分管新闻宣传工作
的领导，各级党委宣传部，
各部门、各单位新闻宣传
骨干，各新媒体、自媒体通
讯员及新闻爱好者等。参
与培训会员，可获得中国
政法大学培训结业证书、
大河报豫直播会员证书。

培训时间：2019年7月
8日~7月13日

培训地点：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培训基地。

联系人：大河报郭启
朝工作室主任郭启朝，电
话：13838721111

大河报牵手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
新时代融媒体发展高级研修班开始报名啦！

开办国际学校 申建内陆自由贸易港
河南省委省政府发文 加快构建内陆开放高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河南不临江、不靠海、不沿边，构建内陆开放高地，是
河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抓手。如何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17日，河南日报客户端授权发布中共河南
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加
快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构建内
陆开放高地，河南有了“路线图”。

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本周五在郑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今夏如有停限电需要
将提前通过微信等告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实习生 张阳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