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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5 月
14 日，记者从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郑州代表处获悉，该处首批发布
的 52 项涉外经济合作项目吸引
了多家豫企，目前有 10 余项正在
积极洽谈对接。

“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
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
坡、泰国、菲律宾等 10 个国家组
成。当前，中国与东盟正从“黄金
十年”迈向“钻石十年”，经济联系
进一步加深，农资、商贸领域蕴含
的商机巨大。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是由中华
全国供销总社主管的面向东盟 10

国的唯一区域性跨国商会。它以
搭建信息交流、合作开发、项目撮
合平台为手段，服务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农资、农技和农商事。郑
州代表处于今年 5 月 9 日成立，是
该商会在国内设立的首个分支商
会。

商会副会长、郑州代表处主
任史新民说，商会将运用占有的
大量信息资源和完备的组织体
系，为我省企业提供牵线搭桥、项
目对接等各项服务，帮助我省农
资、农产品走出国门，同时吸引更
多东盟国家企业深入了解、投资
河南。③7

豫农资出国门有了新平台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5
月 13 日从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
获悉，经过不懈努力和激烈角逐，
郑州市申办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园
林博览会终获成功。

据介绍，中国国际园林博览
会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承办城
市所在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由
承办城市人民政府具体承办的中
国园林界最高盛会，会期通常为
6 个月。前十届成功申办中国国
际园林博览会的城市分別是：大

连、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
济南、重庆、北京丰台，第十届将
于 2015 年在武汉举办。

郑州市曾先后四届历经 8 年
参加园博会的申办工作，但由于
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近日，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组综合评
审和实地考察，确定由郑州市人
民政府承办 2017 年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圆了省会郑
州人民多年未实现的中国国际园
林博览会之梦。③12

十一届国际园博会花落郑州

本报讯 (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
闪 雷) 5月13日，第43届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选拔赛（河南赛区）焊接项
目竞赛在新乡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市、行业企业和院校
的13名焊接高手参加了比赛。

世界技能大赛是世界技能组
织举办的全球范围最高级别的职
业技能赛事，被称为“技能奥林匹
克”。本次选拔赛各专业考题均
由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研究中心命
题，考题项目和评分标准均按照
世界技能大赛规格组织实施。焊

接专业考题综合了仰焊、立焊、横
焊、平焊等位置，并交叉使用气保
焊、脉冲氩弧焊、手工焊等 13 种
焊接手段。此次比赛是对全省行
业企业和院校焊接技能水平的一
次大检阅。

据了解，参加此次选拔赛成
绩优异的选手，将有机会代表我
省参加今年 6 月至 8 月举行的全
国选拔赛。在全国选拔赛中表现
优异的选手将代表中国参加明年
在巴西圣保罗市举行的第 43 届
世界技能大赛。③11

“焊接高手”新乡竞技

本报讯（记者董 娉）5 月 13
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获悉，5 月
16日，京广铁路新黄河特大桥（四
线）将启用通车，京广线 25趟客车
将受到影响，其中停运跨局客车
16 趟，郑州局管内客车 4 趟。此
外，5 趟客车晚点 1～2 小时，预计
16日 14时恢复运行秩序。

受施工影响，部分旅客列车
调整如下:停运跨局旅客列车 8
对 ，分 别 是 5 月 14 日 沈 阳 北 开
T12/3 次（沈阳北—广州东）停运；
5 月 15 日长沙开 T2 次（长沙—北
京西）、西宁西开 T152 次（西宁
西—北京西）、兰州开 T76 次（兰
州—北京西）、广州开 T16 次（广
州—北京西）、南宁开 T286 次（南
宁—北京西）、汉中开 K262 次

（汉中—北京西）、5 月 15 日广州

东开 T14/1 次（广州东—沈阳北）
停运；5 月 16 日北京西开 T1 次

（北京西—长沙）、北京西开 T151
次（北京西—西宁西）、5 月 16 日
北 京 西 开 T75 次（北 京 西 — 兰
州）、北京西开 T201/4/1 次（北京
西—三亚）、5 月 16 日北京西开
T285 次（北京西—南宁）、5 月 16
日北京西开 K261 次（北京西—汉
中）停运；5 月 18 日三亚开 T202/
3/2 次（三亚—北京西）、5 月 20 日
北京西开 T15 次（北京西—广州）
停运。

此外，停运管内旅客列车 2
对，分别是：5 月 16 日郑州—新乡
间 L7972/1 次 、L7996/5 次 停 运 。
施工当日预计T98次、4726次晚点
2小时，T254次将近、T290次晚点1
小时，K369次晚点1.5小时。③9

京广铁路黄河桥新老桥明日“交接班”

16趟客车将停运

本报讯 （记者吴 烨）记者 5
月 13 日从在三门峡市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十届中国

（三门峡）国际黄河文化旅游节暨
投资贸易洽谈会 5 月 22 日至 25
日举行。

据介绍，今年的黄河旅游节
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节俭务实，并力争在发展区域合
作、塑造节会品牌、强化招商引
资、注重群众参与、媒体全程介入
方面有所突破。

本次节会的主要活动有 17
项，包括开幕式、沿黄九省（区）

“对话大黄河”全媒体旅游峰会、
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黄
河大合唱艺术节、全国“驴友”交
流大会暨第三届万人帐篷节、横
渡母亲河等。专项活动有 10 项，
包括 2014中国中西部户外休闲产
业博览会、东盟十国三门峡经贸
合作交流会、2014 全国山地自行
车邀请赛、千人穿越函关古道等。

本届节会得到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省旅游局、省商务
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南省委员会等
多个单位的大力支持。③12

三门峡黄河旅游节下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振杰）网络大佬、
世界 500 强企业谷
歌正式在我省落地

了！5 月 14 日，由省商务厅与谷
歌公司共建的 Google AdWords

（即谷歌关键词推广，是谷歌推
出的基于有效点击网上广告的
收费业务）河南体验中心在郑州
正式揭牌（如右图），这是谷歌公
司在我国成立的首家 AdWords
体验中心，同时也是双方联合打
造的中国中部企业国际贸易电
子商务服务基地。

谷歌公司的成功入豫，创下
了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河南的一
个速度纪录，从省商务厅与其接
洽到入驻我省，仅用了半年时
间。

谷歌到河南主要做什么业
务？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雷明介
绍说，“谷歌体验中心将成为中
部乃至全国范围内顶级国际贸
易电子商务培训基地，指导企业
运用互联网进行国际贸易电子

商务，协助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扩
大出口额，帮助企业扩展海外市
场，铸造国际品牌”。

根据我省与谷歌公司签署
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重点发展
5～10 个标杆性跨境电子商务企
业，延伸服务至 5000 家企业，建
立全面的跨境电子商务支持架
构和流程，扩展谷歌广告主在河
南的数量达 2 万家。

据了解，谷歌目前在华业务
主要是为中国制造业提供海外
广告，而我省是制造业大省，同
时又在大力发展跨境贸易，所以
与谷歌的合作是一次双赢的合
作。

谷歌公司此次在河南的合
作 伙 伴 —— 郑 州 悉 知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是 河 南 黎 明 重 工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第
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公司，致力
于 为 中 国 制 造 型 企 业 提 供 互
联网技术、外贸电子商务技术
服务，帮助企业通过互联网开
拓市场。③11

谷歌“关键词”体验中心落户郑州

由于百度在国内搜索市场
上的绝对垄断地位，靠搜索引擎
起家的谷歌近几年几乎快被大
家遗忘了。不过谷歌从来没有
离开中国，他们在国内的主要业
务是为中国产品在全球提供广
告推广业务。

5 月 14 日，谷歌成立了在华
首家 Adwords 体验中心，让客户
体验、认知他们的广告推广业
务。由于看好河南在电商业方
面的潜力，谷歌将这个体验中心
放在了郑州。

为什么是河南？

如今，谷歌在华最大的用户
群已经是外贸电商。河南有三

大国家战略、交通、人力、市场、
产业等诸多优势，在先天条件上
占尽先机。

“首先是我省营商环境的持
续向好。”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雷
明认为，“我们近年来为吸引外
商投资和保证签约项目落地，在
制度、环境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完
善；同时，电商是目前我省重点
发展的产业，在全国较早出台了
发展电商的规划和意见；更重要
的是，我们主动在全省范围内规
划电商产业园，培训了大量发展
电商所需的人才，在硬件基础上
做好了准备。”

黎明重工集团董事长杨松
科则认为：“谷歌的选择还与我
们是制造业大省有关，制造业会
产生贸易需求，加上我省近年持
续引进制造业，未来的贸易量会

更大，这一点，与谷歌公司的业
务范围和领域能够完美结合。”

双赢的合作

在各路电商大佬逐鹿中原
的今天，谷歌选择此时入豫做服
务，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

谷歌与省政府签署的协议
明确了他们的目标，加之黎明重
工之前通过谷歌公司推广产品
的成功，全国其他大型制造企业
会迅速“跟风”，谷歌在河南的收
获将是丰厚的。

不过河南也将收获更多。有
公开资料显示，我省出口企业超3
万家，但活跃企业仅 4000 家左
右。有专家认为，我省外贸企业
订单少、利润率不高的原因主要
是信息不通。由于谷歌在全球广

告搜索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我省
与其合作，双方都将从中收益。

另外，根据双方协议：借着
谷歌入豫，我省将收获 30～50
个本地跨境电子商务专家。谷
歌的合作对象黎明重工积累了
丰富的跨境电子商务的经验，公
司希望将这些经验，以及在谷歌
平台应用上的大量实战经验，分
享给其他企业，帮助河南以及中
部省份制造型企业共同成长。

惠及多个行业

“通过谷歌的全球推广平
台，我省中小企业将可以用较低
的成本在海外市场推广，相当于
在国外设立了一个企业的办事
处。”省电商办主任吴源奇如是
解释。

实际上，除了河南制造向全
球的有效推广，谷歌能为河南带
来的可能更多。由于和省商务
厅签署了数据共享的协议，谷歌
的海外数据会为河南企业、甚至
各行各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
喜”。

“首先还说贸易出口，我们
可以通过谷歌提供的搜索数据
来判断哪些产品在哪个国家和
地区畅销，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
生产和市场投放，既提高了效率
和效益，也避免了盲目生产和投
放所带来的损失。再说谷歌旅
游，海外游客大多会通过谷歌搜
索了解某个地方的旅游资源，这
一数据共享后，旅游部门就可以
有针对性地到相关国家和地区
展开重点宣传，吸引游客。”吴源
奇说。③11

谷歌入豫“搜”出双赢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目前，全
省小麦生长进入关键时期，也是防
虫、防病、防灾的关键期。5月 14日，
记者从省供销合作社获悉，4月份以
来，全省供销社系统共组织化肥、农
药等 200多万吨，以满足麦田管理和
农民生产需要。

依托供销社系统 167 个农资连
锁企业、443个农资配送中心、2.93万
个农资经营网点组成的经营服务网
络，全省供销社系统积极组织质优价
廉的农资商品，服务农业生产。4月
份以来，累计组织杀虫剂、除草剂等
农药 8000多吨，尿素、复合肥、二铵、

叶面肥等化肥 200多万吨，以满足麦
田管理需要。

为保障农资商品质量安全和市
场供应有序，近日省供销社派出多个
督导小组，深入到各级农资经营企业
和经营服务网点，对主要经营商品的
组织供应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及时解
决经营服务中遇到的问题。

同时，供销社系统 3287 个庄稼
医院、471个农资专业合作社的“庄稼
医生”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农资经营
企业聘请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深入田
间地头、生产一线，为小麦生长把脉
开方，现场解答疑难问题。③9

200多万吨农资助力田管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目前，我
省 8000 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
期，豫西南局部已乳熟。5 月 13 日，
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墒情不足地区
应及时浇好灌浆水，同时可适当进
行根外追肥或叶片喷肥。

省气象台5月11日8时0～50cm
自动土壤水分监测网130个测站资料
显示：目前全省大部地区墒情适宜，豫
北、豫南局部及其他零星地区土壤偏
湿，不旱站点比例达80%。

依据当前墒情及未来天气预报，
预计至 5 月 21 日，豫北、豫西、豫中、
豫东部分地区旱情持续，且有进一步
发展的趋势，其余大部地区墒情适
宜，对冬小麦灌浆较为有利。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的专家建
议，冬小麦进入灌浆期，此间气温高，
蒸腾作用强，植株代谢旺盛，豫西、豫
中等墒情不足的地区，要及时浇好灌
浆水；要注意避免植株功能叶片和根
系活力过早衰退，在灌浆初期适当进
行根外追肥或叶片喷肥以补充小麦
后期生长所需营养；各地应做好干热
风的防治工作，可使用磷酸二氢钾、
尿素、过磷酸钙水等，进行叶面喷施，
防止早衰和干热风，以提高小麦粒
重、增加产量。

另外，专家建议，由于近期气温
较高、小麦病虫害仍可能发生流行，
各地仍应继续加强病虫害和草害的
防治工作。③12

浇足灌浆水 防治病虫害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采用
新的简化栽培技术，可使耕地抗
旱减损能力提升 10%～20%、产量
提高 5%～10%，算下来每亩农田
增加效益 80 元～100 元。5 月 11
日，在驻马店市西平县二郎乡范
堂村的“郑麦 7698 简耕覆盖”示范
田内，来自山东、河北、安徽、江苏
等省的众多小麦专家对我省研发
的新型粮食作物抗灾减灾技术给
予了高度评价。

黄淮海区域灾害性天气发生

频繁，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主持
的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粮食作物抗灾群体优化与定向
减灾技术研究与示范”，通过品种
抗灾、技术减灾和高效节本等技
术创新、集成与示范，有效增强黄
淮海区域的粮食抗灾减灾能力，
提高该区域粮食增产潜力。

据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李向
东博士介绍，该项目研发出的“郑麦
7698”周年简耕覆盖抗逆高效简化
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了小麦玉米周

年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播种与施肥
一体化作业，改变了传统秸秆丢弃
或焚烧和旋耕习惯，是资源高效循
环和抗逆减灾型可持续农业生产技
术的创新。实施该技术后，每亩农
田可节省5至6个人工，小麦玉米产
量提高5%～10%，水肥资源利用效
率 提 高 10% ～20% ，抗 旱 减 损
10%～20%，每亩地合计节本增效
80 元～100 元，非常适宜在我省雨
养农业区和黄淮南片相应生态区推
广应用。③10

新技术助每亩麦田增收80元

5 月 13 日，在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河南赛区）中，
手工焊选手紧张应赛。⑤4 闪 雷 摄

备战备战““三夏三夏””

5月 14日，许昌县张潘镇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正在检修联合收割机。该县农机局抽调技术
人员开展农机检修、安装联合收割机 GPS定位系统，全力备战“三夏”。⑤4 乔利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