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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栾 姗）朝着“买
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郑州如
何发力？7 月 9 日，记者就此问题
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

E 贸易（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
务）试点项目运营不到一年，郑州
就取得直通世界 13 个城市、贸易
进出口货值 130 多亿元、为 100 余
家 商 户 提 供 实 货 测 试 服 务 的 成
绩。对此，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总经
理徐平表示，继韩国馆之后，欧洲
馆、澳新馆也将在 9 月陆续开馆，
集中展销 30 多个国家的上万余种
商品。

按照规划，以“亚洲最大的购

物之都韩国东大门”模式为主建设
的“中大门”商贸物流中心，计划引
进 3 万家企业，1000 家国际知名品
牌，带动 200 家本土电商产生，实
现就业拉动 30 万人，吸引 3000 万
人次跨境产品旅游购物。

实现海外精品汇集中原，又怎
样实现中国制造网销全球？省发
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说，我
省动力煤、小麦、棉花、人发制品、
铝材等大宗商品资源丰富，“中大
门”项目应沿着“O2O”的销售模
式，建设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电子商
务平台，实现“买全球、卖全球、大
门在郑州”。③12

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

郑州倾力打造国际商都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7 月 9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该
厅发出通知，我省 119 个矿业权许
可证将依法注销，其中，探矿权许
可证有 59 个。

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栾川县磨
沟铅矿普查等 59 个探矿权未在有
效期内到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
续、保留登记手续；新密市煤炭调
运公司乔沟煤矿等 59 个采矿权采

矿许可证已过期，自行废止。此
外，禹州市梁北镇煤矿采矿权已关
闭但未办理注销手续。

据了解，探矿权和采矿权合
称为矿业权。根据有关矿产资源
管理的法律法规，相关公司应在
公告发出 60 日内前往省国土资
源厅办理注销手续。如果这些企
业逾期没有办理注销手续，省国
土资源厅将按照程序依法予以处
理。③11

我省119个矿业权许可证将注销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
马鹏宇 翟道峰）记者 7 月 9 日获
悉，“濮阳县光电研究院与中国科
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光电技术联合
实验室”落户濮阳县，这是我省首
个光电子技术实验室。

濮阳县近年来大力发展光电子
产业，引进了清华同方、荣事达、新视
野等一批知名企业，形成了长江以
北最大的电光源生产基地和河南省
电光源产业出口基地。此次濮阳县
光电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签约建立联合实验室，将进一
步促进濮阳县光电技术产业升级，
推动新兴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

据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
将每年向联合实验室拨付 100 万
元作为运转费，以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的人才和技术为依托，力
争将联合实验室建设成为我省光
电技术研发的重要平台，为相关企
业开展成果转化和项目产业化、打
造光电技术产业集群等提供关键
性支撑。③9

我省成立首个光电子技术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杨 凌 栾 姗）7 月 9
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传出喜
讯，今年上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旅客
吞吐量 75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1％；
完成货邮吞吐量 17.9 万吨，同比增长
127.1％，客、货运量增速在国内主要机
场中均排名首位。

今年以来，河南机场集团积极拓
展航线网络和引进基地公司，客、货运
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郑州机场
的航空货运增速已经连续 3 年保持全
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客运量增速首次
实现全国第一，这说明货运、客运之间
已经出现良性互动。”省交通运输协会
秘书长史强说。

拓展航线网络方面，郑州机场新开
首尔至郑州至香港、郑州至芝加哥、郑州
至达卡、郑州至莱比锡等全货运航线，全
货运航线达到 26 条；引进基地公司方
面，卢森堡航空成为首个入驻郑州机场
的国际货运航空基地公司，香港第一东
方投资集团拟在郑州机场设立航空公司
总部，UPS 原则同意将其亚太区供应链
管理中心迁移郑州，增开郑州至科隆全
货运航线，并适时开展空铁联运。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主任张延明说，实验区将积极参与航空
公司引进、航线开辟工作，力争再开通国
际全货运航线 4 条，每周全货机航班达
到 100 班。③10

本报讯 （记者杨 凌 栾 姗）7 月 9
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悉，今年上半年，实验区新签约项目
21 个，总投资 518 亿元，招商工作取得突
出成效。

今年上半年，实验区通过举办或参
与智能终端产业链企业家座谈会、智能
终端专题对接会、大宗商品发展高峰论
坛、省政府香港及台湾专题招商等一系
列重大招商活动，新签约项目 21 个，总
投资 518 亿元。主要有：顺丰电商产业
园、苏宁云商华中区域枢纽、TCL 华中电
子商务配送中心等电商物流项目，酷派

智能手机等电子信息项目，美国杰科实
验室中国研发生产基地等生物医药项
目，绿地会展城等现代服务业项目。

坚持大项目带动与全产业链发展协
同，实验区狠抓项目谋划布局、洽谈签
约、落地建设、达产见效各个环节的工
作。截至目前，天宇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等 8 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郑州航空港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开市，9 家手机整机
及配套企业近期完成设备安装陆续投
产，72 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22.1 亿
元，118 个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52 亿
元。③11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7 月 9 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慧在郑州会见了加
拿大列治文市代市长区泽光率领的加拿
大航空港经济促进团一行。来访团来豫
考察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郑州
经开区，并着力推动与我省在经贸、物流、
教育、中医药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李文慧表示，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
农业大省和文化大省，近年来已发展成
为一个新兴工业大省，工业实力进一步
增强。随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
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

家战略规划的实施，河南已经站在了新
的发展平台上。来访团成员都是华侨华
人中的杰出代表，在物流、教育、中医药、
高新技术等方面实力雄厚，这些领域也
是河南的未来发展重点，双方合作前景
广阔。

区泽光表示，他已多次来过河南，河
南的快速发展让人欣喜，希望更多加拿大
人了解河南的发展变化，抓住河南发展的
机遇。他希望以列治文市作为桥梁，架起
加拿大更多地区与河南的联系，长期推动
双方多领域的交流合作。③12

郑州机场客货运增速全国第一
今年上半年完成旅客吞吐量 754.5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7.9 万吨

实验区上半年签约21个项目 加拿大与我省加强物流等领域合作

7月 9日，内乡县鹏翔科技公司的工人正在展示“鹏翔北斗”牌汽车
行驶记录仪和汽车导航系统。该生产线投资近 2 亿元，是我国实施的

“北斗卫星导航应用及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⑤4 张中立 摄

本报讯 （记者谭 勇）7 月 9
日，荷兰合作银行发布了最新的

《2014 年全球乳业 20 强报告》，在
我省布局建厂的伊利集团成为目
前唯一一家进入全球 10 强的亚洲
乳品企业。据悉，这一名次成为中
国乳制品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好成
绩，也是亚洲乳企的最高排名。

河南是伊利集团战略发展的
重要区域。去年 7 月 10 日，济源
伊利 39 万吨液态奶项目顺利投
产，使得伊利集团“纵贯南北，辐
射东西”的全国战略布局在河南
这个枢纽位置上又添重要一子，
标志着伊利集团挺进中原迈出坚
实步伐。

“河南积极推进国家粮食生产
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这
也为伊利集团布局河南发展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伊利集

团执行总裁张剑秋说，正是因为河
南具有乳制品发展独特的资源优
势、区位优势、人口优势和市场优
势，2006 年伊利集团开始实施“五
年三步走”发展战略之初，就已经
在河南平顶山进行战略布局，与平
顶山源源乳业公司合作组建河南
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据伊利集团负责人介绍，目
前，伊利集团致力于把河南打造成
为国内重要的乳制品产业集群地，
为中原及全国人民提供安全、健康
的优质产品，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
健康食品集团。“全球乳业 10 强的
排名，对伊利来说既是一个里程
碑，又是一个发展的新起点。在稳
固本土优势，推进全球运作的战略
下，伊利未来会进一步巩固全球乳
业发展引擎的地位，加速推动河南
乳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该负责人
表示。③10

进入全球乳业10强

伊利集团中原布局进展顺利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李 铮）7 月 8
日，适逢主汛期到来之际，副省长
李亚赴南阳、邓州两地检查调研防
汛工作。

李亚一行先后到方城县望花
亭水库、垭口南水北调工程、邓州
市湍河河道治理工程进行实地调
研，并听取了南阳、邓州的防汛工
作汇报。

实地调研后，李亚对于南阳和
邓州两地的防汛工作部署给予充
分肯定，并就做好下一步防汛减灾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一
要始终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今年

南水北调主干渠输水期和主汛期
重叠，增加了防汛工作的难度，各
级领导务必要立足于防大洪、抢大
险、抗大灾的高度，真正做到未雨
绸缪。二要全面落实防汛责任制，
加强值班，畅通信息，真正做到责
任落实层层到位。三要健全完善
防汛预案和措施，扎实做好防险预
案，切实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
患。四要扎实抓好重点区位和薄
弱环节，落实好对河道的专项整治
工作，落实好南水北调的配套设施
工程和山区塘堰的防汛工作，确保
水库安全度汛。③12

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上接第一版）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双休日，光
鞋子就磨坏了5双。

有人说：“刚上任可别恁大心劲
儿，没必要这么玩命干！”刘全却说：

“能让老百姓早日走上宽敞的柏油
马路，苦点儿累点儿，值！”

乡路管站站长，官位不在级
别，刘全“主政”12 年，甘苦相伴，
乐在其中：12 年的时间，东郊乡新
修道路 14 条，公路里程达 62.4 公
里。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公路建
设里程，都超过了全乡前 30 年的
总和，建设速度在开封全郊区 8 个
乡镇遥遥领先，提前完成了“村村
通”目标任务。

“他从来都是开开心
心地工作”

“全哥”，整个东郊乡大院的人
都习惯这样称呼刘全。只有高中文
化程度的刘全，在同事们、领导眼里
可是个有文化有头脑的人。

凭着钻劲和韧劲，刘全“啃”下
了一本又一本公路专业、行政管理
书籍。“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除了看书。”刘全同事朱建生说，

“正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太热爱了，
他从来都是开开心心地工作。”

除了本职工作外，刘全还承担
着驻村包村任务。

东郊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乡
里哪个村的群众工作最难做，最后
一定会派刘全去，总能收到各方满
意的效果。“碰到棘手事，他总会先
说，我再去找他们说说。”东郊乡乡
长齐进说。

大董庄是东郊乡最偏远的一
个村。2008 年以前，村“两委”班
子不团结，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收
入低，治安状况不好。

2008年 5月，受乡党委委派，刘
全进驻到大董庄村，一直到去世前。

“这 6年时间，多数时候刘全不是白
天看村里的基础设施，就是晚上到群
众家中唠嗑。”大董庄村支书说。

刘全的治村之道：为消除班子
成员之间猜疑和隔阂，大董庄“两
委”的班子民主生活会每季度召开
一次，会上，大家必须开诚布公，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针对群众意见大的村财务等问
题，刘全力主村务公开，将财务开
支、土地审批、建房许可、计划生育
等敏感问题进行公示。不到一年时
间，大董庄村班子不团结问题迎刃
而解，群众心头的怨气也没了。

安居更要乐业。地处城郊，种
植蔬菜一直是东郊乡的支柱产业，
80%的农户靠种菜增加收入，大董
庄村也不例外。前些年，由于道路
不好，大董庄村的农户们要想把新
鲜蔬菜运到城里，天不亮就得起
床，遇上雨雪天更是难出行。

刘全包村后，积极向上级政府部
门争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道路
修好了，大董庄村的菜卖得畅通了。

路好了，刘全想得更多：“菜好
卖了，更要让群众卖上好价钱！”

刘全便带领村干部远赴山东
寿光、潍坊实地考察，采用蔬菜大
棚高效种植模式，帮助农户协调小
额贷款，聘请专家传授技术，与开
封各个农贸市场、超市建立长期供
销渠道，实现订单种植、计划销售。

2013 年底，大董庄村 700 多亩
蔬菜全部达到市场准入标准，全村
年 人 均 纯 收 入 从 2008 年 的 不 足
3000 元增长到 7000 元。如今，大
董庄村的面貌大变样，一座座漂亮
宽敞的二层小楼拔地而起，轿车也
成了 100 多户百姓的代步工具。

“当干部就得多吃亏，
吃亏才会有人跟，工作也
才会往前推！”

对群众，刘全大公无私；对自
己，别人认为他近乎“苛刻”。

2005 年春天，连霍高速两侧
50 米内实施绿化工程，涉及刘全
家所在的道士房社区几十户村民
的可耕地。“这可是俺家的命根子，
要占，除非有人跟我换！”同村的乔
继武大爷十分抱怨。

听到此话，刘全二话没说，就向
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提出，愿意拿自
家一块土质好、地块大的地和乔大爷
家进行置换。在刘全的带动下，高速
公路绿化工程按时顺利完成。

妻子非常不理解：“是人家的
命根，就不是你刘全的？”

“当干部就得多吃亏，吃亏才
会有人跟，工作也才会往前推！”这
句话，刘全硬是在妻子面前硬着头
皮说了一个星期。

2013 年，郑徐高铁开工。道
士房社区北边的几十亩土地又要
被占用，村民对工程指挥部给出的
补偿标准不满意，道路施工工作一
度陷入僵局。而刘全家仅剩的 5
亩耕地恰恰又在高铁轨道之下。

村民们急匆匆找到刘全：“你
家仅剩的几亩地也被征了，你是个
道路官儿，代表大家说说，把补偿
标准再提高些，再说你自己也可以
多得些补偿呀！”

“国家建高铁，是拉动区域经济、
发展交通事业的重大举措，是让老百
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是政府人
员，又负责路管工作，不能拖了后
腿。”刘全一再跟村里的百姓讲道理。

没过几天，刘全就带头与工程
指挥部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使郑
徐高铁建设工程如期向前推进。

当了 12 年乡路管站站长的刘
全，天天跟各种建筑材料打交道，
每年经他手的修路款数以千万。
按常人推算，刘全家沾点岗位上的

“油水”一点也不意外。
但刘全的家在道士房社区是一

个“另类”：
1985 年盖起的三间平房，现在

在全村已经“沦为”低矮破旧类型。
房子年久失修，墙壁上经过雨水多
次浸泡，墙皮大块脱落；家中一台21
英寸的彩电是刘家最好的家产。

2011 年夏天，道士房社区实
施“村村通”工程，公路修到了刘全
自家门口。施工队私下对刘全说：

“弄些水泥给你家屋子整整吧。”刘
全一笑了之。

2012 年，刘全 70 多岁的老父
亲，用铁锨铲平了小院门前不足 5
平方米的空地，指望儿子能让施工
队丢下点儿柏油、石子，把路面硬
化一下。刘全却劝说父亲：“爹啊，
恁孩儿管着这，更不能搞特殊，人
家可是会戳咱脊梁骨啊！”

“咱本身就是农家的
孩子，穿得光鲜，群众不一
定就会接受你”

刘全在东郊乡多少算是个“人
物”。但全乡 23个村的百姓眼中的
刘全，总是这般打扮：

“他的衣服不是灰，就是黑。
才 40 多 岁 ，天 天 打 扮 得 像 个 老
头！”和刘全一起长大的道士房社
区主任郑自恒说。

春秋季节，刘全的标志性打扮
是土灰的外衣里面，套着一件蓝色
的毛衣，这件毛衣是刚结婚时爱人
打的，他在身上穿了 23 年。

“咱本身就是农家的孩子，穿
得光鲜，群众不一定就会接受你。”
刘全常说。

2009 年的冬天，东郊乡搞新
农村村容村貌治理。刘全协助乡
里其他同志一起分包张庄村。

张庄村是个回族村，村里养牛
多，屠宰户也多，路边水沟遭到污
染。就是在寒冷的冬季，全村空气
也很是难闻，更不要说夏天了。

“家家户户墙粉刷得再白，地
面抿得再平，也不能说咱把这里的
环境治理好了！”

说罢，刘全一边让人联系清理
队，一边借了一双雨靴，掂起一把铁
锨，跳到刺骨的臭水沟中开始清淤。

“认识刘全的，知道他是个干
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村里花钱
觅的清淤工呢！”同事杨秋季说。

2012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突然
下起瓢泼大雨。因感冒发烧正在
乡里打点滴的刘全，突然想起一件
事：“大董庄贫困户王春香一家人
还住在危房里，危险！”他让人拔掉
针头，骑上自行车就往 10 公里外
的大董庄村赶。

到王春香家的时候，大雨已经
冲破房顶，雨水直泻而下。刘全叫
上村干部将她们一家三口转移到
村委会。随后，他协调民政部门，
争取到一笔贫困户建房款，为王春
香家盖起了新房。

管路的刘全，代步工具就是一
辆老式自行车。在他刚上任公路管
理站站长的时候，乡长看到刘全的自
行车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知道刘全
过日子省，决定自己掏钱给他买一辆
电动车。“咱这儿的‘咯噔路’就适合
自行车，骑到泥坑里，还可以洗车，你
说这多好啊！”刘全坚决不换。

2009 年 4 月，顺河回族区在东
郊乡规划设立产业集聚区，小罗庄
需要征地拆迁，村民杨富良家中的
4 亩土地要被征用，他对赔偿标准
不满意，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乡政
府又把刘全抽调到小罗庄做工作。

刘全对杨富良不厌其烦地开始
念“政策经”：杨富良走到哪，刘全就
跟到哪，帮助做家务、干农活、卖蔬
菜。在达 60多次的服务后，杨富良
终于被感动了：“刘全为我付出那么
多，就是吃点亏，俺也认了！”

“我从小就盼着能照一
张全家福，但这个愿望永远
也实现不了啦”

2014 年 2 月 23 日，是个星期
日。“我从小就盼着能照一张全家
福，但这个愿望永远也实现不了
啦。”刘杨慧说。

当日早上，一家人准备去照
相。刚刚出门，刘全就接到了处理
郑徐高铁工地事情的电话，匆匆忙
忙赶了过去，一直到晚上 8 点多才
回来。“爸爸这一临时‘变卦’，成了
全家永远的遗憾。”

第二天凌晨 3 点，睡梦中的刘
杨慧被母亲焦急地叫醒：爸爸刘全
已昏倒在地上。一家人连忙拨打
急救电话，将刘全送进医院，经过
几天的抢救与等待，脑干出血过
多，刘全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家人和
他热爱的事业。

刘全的二弟刘东，是开封市一
名公务员。“哥哥不仅是在生活上
是我的好大哥，更是我精神上的领
路人。”刘东说，“和我哥在一起，除
了家长里短的琐事，说得最多的，
就是工作。”

就在刘全出事的前两天，刘全
还兴致勃勃地告诉刘东：郑徐高铁
建成以后，将为开封经济起到很大
的拉动作用，但建设征地中，有些
遗 留 问 题 的 群 众 工 作 还 是 可 难
做；焦盘公路快修好了，今年三夏
附近群众再不用犯愁收割机进不
了村了；今年准备把大董庄村的水
泥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前，群众下雨
就不用蹚水了……

一件穿了 23 年的旧毛衣、一
双后跟快要被磨平的穿了 10 年的
胶鞋、一辆自行车，成了刘全的工
作标志性“符号”。因为患有高血
压，刘全常年身上带着降压药，却
老是顾不上吃。

“刘全是家里的老大，他做的
事不用我操心。”刘全母亲史秀荣
为有这样的儿子一直感到自豪。

说是这样说，可哪个母亲不惦
记自己的孩子？史老太太几乎每
天早上一起来，儿子就不在家了，
晚上 9 点以前，又是几乎看不到儿
子的身影。

但整日忙忙碌碌的刘全，心里
默默地惦记着家人：

家里有了好吃的，刘全总是先
给父母端过去；只要晚上回到家，总
是先去见父母一面，聊聊天，给二老
洗洗脚，剪剪指甲。“人再忙，心里不
能没有自己的爹和娘。”刘全说。

刘全的妻子杨富花，在一家药
厂上班，几年前单位不景气下了岗，
靠种地维持生计。

“如今家里的全部耕地，也都
被征用了。”杨富花很无奈，“就算
家里生活再困难，刘全也不会向组
织开口。”

去年，女儿大学毕业，刘全压
根儿就没有找领导，而是鼓励女儿
自己去闯。最后，女儿在乡里考了
个临时工岗位。

对父亲的做派，刘杨慧从来没
有埋怨过。“我理解爸爸为家事不
求人的性格。他对我照顾表面上
少，学校开家长会，总是妈妈去，但
他有疼我的方式。”女儿刘杨慧说。

“爸爸每天5点会起床给我们做
饭，还会把我的自行车擦得干干净
净，推到院子当中。有次下大雪，爸
爸就骑车送我上学，路上摔倒了，但
摔倒时，爸爸先落了地护着了我，还
一个劲儿地说，‘爸爸胖，不怕压！’”

刘全曾经对妻子说：“工作咋
也干不完，要是变成个石子儿该多
好！想铺哪儿就铺到哪儿，还可以
天天看着路。”

7 月 1 日上午，顺河回族区区
委举行刘全先进事迹报告会。会
上，刘全生前一叠叠整整齐齐的工
作简报，一把用得发亮的丈量尺，
一双还带有黄色泥巴的胶鞋，一枚
印有“顺河巡防”的袖章，一摞带有
照片的工作证，成了刘全家人和同
事的永久记忆。

也许，刘全已化作了一颗石
子，镶嵌在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乡村
公路上。③11

铺在乡村公路上的“石子”

刘全同志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