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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振杰）产品如
何通过互联网销往国外？跨境电商
平台都有哪些？怎么应用这样的平
台？如何解决海外建仓问题……
随着我省“买全球、卖全球”步伐
加快，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

11 月 23 日～25 日，一场“2014
全省跨境电子商务专项培训会”为
困惑之中的豫企指点迷津。此次
培训会由河南省商务厅主办，河南
省网络营销协会承办，来自全省
18 地市商务系统代表和涉及国际
市场的豫企代表共 300 人参加了
培训会。

据河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培训会主要针对目前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和问题、
全球市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应用
趋势进行剖析；对跨境电子商务的
主要模式和方法、境外网络营销推
广团队建设等企业发展的关键问
题进行讲解；对企业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应注意的主要问题、知名第三
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特
点等进行答疑和解读。进行授课
的专家阵容庞大：不仅有谷歌方面
的专业人士，还有来自微软、敦煌
网、阿里巴巴、郑州海关等方面的

专家。
据了解，我省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也呈现出喜人态势，外贸企
业中应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
的企业占到了将近一半，黎明重
工、企鹅粮油机械等一批企业快
速成长，世界工厂网进入全国行
业网的翘楚，而中国制造交易网
用户则达到了 740 万家。不过，
我省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还比
较小，占进出口比重不到 7%，在
平台支撑、应用环境、管理机制等
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特
别是专业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了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在开班
仪式上说，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下 一 步 我 省 将 主 要 采 取 三 项 措
施。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省财
政已经确定从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中切出 5000 万资金支持电子商
务发展，其中就包括跨境电子商
务。二是推动跨境贸易体制机制
创新，优化应用环境。省商务厅将
会同海关等部门，积极协调推进理
顺我省跨境 E 贸易试点工作机制，
扩大业务量。三是免费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系列培训。③10

本报讯 （记者李黎祥）11 月
23 日，记者从新疆哈密有关部门
获悉，日前，2014“感动新疆”十大
人物颁奖典礼在乌鲁木齐举行，几
十年如一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等 10 名同
志荣获 2014“感动新疆”十大人物
荣誉称号。

2014 年 2 月，河南援疆前方指
挥部应哈密地委的要求，邀请焦裕
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到哈密举行焦
裕禄精神报告会。报告会在哈密
引起强烈反响，也勾起一位名叫阿
布列林·阿不列孜的维吾尔族退休
干部对往事的回忆。

3 月 12 日，当我省第八批援疆
干部奔赴哈密的第三天，他拿着一
封写给焦守云的信，和 1968 年他
与同学到兰考与焦裕禄家人的合
影，找到援疆前方指挥部领导，要
求将信和合影转交给焦守云。

信中写道，1968 年他和几位
同学一起到兰考，拜谒他所敬仰的
焦裕禄，从兰考回来后，无论干什
么工作，他都以焦裕禄为榜样，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当知青是优
秀知青，当工人是优秀工人，当检
察长是全国优秀刑检干部，尤其是
那张与焦裕禄家人的合影，至今仍
然伴随着他……

本报以《一个维族老人与焦
裕禄家人的故事》为题，率先报道
了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46 年忠实
践行焦裕禄精神的感人事迹，立
即 引 起 社 会 高 度 关 注 。 新 疆 日
报、新疆经济报、新疆都市报、工
人时报、哈密日报等媒体纷纷转
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9 月
14 日至 15 日，16 家中央主要新闻
媒体派记者到哈密采访，并刊发
了老人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反响
强烈。③12

本报讯（记者尹江勇）11 月 21 日，第七
届河南省青年创新软件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仪式在洛阳举
行。许继集团有限公司选送的《CBZ-8000B
智能变电站系统》和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选送的《基于可见光通信技术的商业中心
服务系统》双双获得银奖，本届金奖空缺。
洛阳市科技局等 5 个省辖市和郑州大学等 7
所高校分赛区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届大赛由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团省
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主
办，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等部门承办。大赛旨
在提高我省软件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发现
软件人才，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已
连续举办了六届，先后有近 15万人次直接或
间接参加。据统计，历届大赛获奖作品的

60%以上已经形成销售能力，实现销售收入
数十亿元，实现利税超亿元，促进了万余人
实现就业，获奖作品获得了各级政府专项扶
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近亿元，有效地带动
和促进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本届大赛的内容设置更加符合我省软
件产业发展实际，更加突出信息化促进工
业化，实现“两化”融合；同时提高了奖金额
度，扩大了参赛对象的范围。大赛共收到
作品 167 件，经过严格的预赛评审和决赛评
审，有 62 件作品分获各个奖项。

颁奖典礼上，还为“洛阳国家大学科技
园”举行了揭牌仪式。今年 9 月，洛阳大学
科技园成功晋升国家级，成为我省继河南
省大学科技园后的又一家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③10

笔挺的西装、鲜红的领带，从走下飞
机那一刻起，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CEO 德克·李奇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来
往集散，日益积累着加速度，‘双枢纽’的
轮辐式网络已然初具。5 个月货运量超万
吨，取得如此成绩证明我们的合作对于各

方都获益良多，是卢货航与河南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成功典范。”

为庆祝新航线的喜人佳绩，在当地时
间 11 月 22 日下午 5 点，芬德尔机场首先举
行了“货运超万吨航班起航仪式”。随后，卢
货航董事会主席保罗·海明格、CEO德克·李
奇等搭乘“郑州号”飞抵郑州机场，参加中方
举行的接机仪式。德克·李奇表示，“双枢
纽”已开始产生协同共振效应，中欧双向物
流正在从“动起来”向“力量强劲”跨越，“坚
信未来我们的合作将继续发展与繁荣”。

他告诉记者，中国领导人曾在上个月
的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到
一个观点：新兴与发达携手，优势就会倍
增。“我们双方合作的航线以令人振奋的
运营实绩证明了这一点，真正实现了让物

‘流’起来，通过提升‘动’力最大程度地为
郑州机场增加了货运量。”

目前，郑州机场成为卢货航在中国的
第二大枢纽机场。德克·李奇欣喜地说：

“‘郑—卢’航线将于本月底加密至每周五
班。未来，我希望这个数字能够持续增
长，郑州与卢森堡的航空货运枢纽地位将
会不断发展和巩固，进一步推动双枢纽战
略的深入实施，不断拓宽郑州与卢森堡的
合作领域。”

“郑州的区位优势、河南及周边市场的
巨大潜力，逐步通过航线体现出来，同时欧
洲货物从卢森堡机场源源不断运抵郑州，
随即输往中国广阔的市场。”谈及未来，德
克·李奇说：“明年我们双方将加快完善航
线网络，进一步扩展中欧‘空中新丝路’，形
成覆盖亚太、连接亚美、辐射非洲和大洋洲
的全球性货运航线网络。”③10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赵振杰）11 月 23
日下午的郑州机场停机坪上，喜讯接连
而至：空中“巨无霸”波音 747—8F 全货
机不仅带来了“‘郑—卢’航线货运量 5
个 月 超 万 吨 ”的 好 消 息 ，也 带 来 了 首 架
整 机 进 口 水 果 包 机 ，将 智 利 的 蓝 莓 、樱
桃由郑州分拨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及周边省份。

据了解，这批新鲜水果共计 1000 吨，
从 11 月 23 日开始，每周日下午 3 点由南
美智利出发，经停欧洲后运送郑州新郑机
场，每航班进口水果 100 多吨，货值 170 万
美元，共计执行 6 架货运包机。为配合这
次水果进口，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时
与质检总局动植司联系，确立了第一次入
境查验无疫情，抽样后立即放行，如不合
格立即召回的措施，大大加快了进口水果
的通关速度。

此外，本架货机也将在我省水果进出
口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整机跨洋运送洋
水果到河南，这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还是第
一次。“这次整机水果进口，由于机场口岸
查验通关速度高，郑州机场航线网络完
善，地面交通便利，货物分拨速度很快，将
会加速推进郑州成为进口鲜活水产品及
果蔬重要集散中心地位。”河南机场集团负
责人说。

据悉，随着该航线的运营，智利的三文
鱼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南美国家的水果很
快也将通过空运至郑州，进一步增加郑州
机场货运航线的辐射范围，有力促进机场
进口水果口岸建设。目前，郑州机场货运
航线达 33 条、全货机通航城市 34 个，每周
计划全货机航班达 92 班，货邮量在全国机
场排名升至第八位。③12

1 月完成签约、4 月股权交割、6 月开通
运营、11 月运量超“万吨”……不足一年时
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河南
航投）这个业内默默无闻的新企业，与国际
一流“资深大佬”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简称卢货航）携手擦出了“火花”：从运营
至今短短 5 个月，“郑州—卢森堡”货运量
突破 10000 吨，卢货航在郑州机场运营的
洲际航线中，业绩跃居第 4 位，占机场同
期国际货运增量的 29.3%，用数字诠释了

“双枢纽”战略孕育的强劲动力。

“大”货仓中的“小”货品
10000 吨货物是什么概念？假如以铁

路大宗货品换算，相当于装满煤炭的 142节
列车；但是对于航空货运，就相当于 1700万
部的 iPhone6 手机。与海运“粗大重”和铁
路“多慢稳”不同，航空货运以速度制胜，产
品多以“高精鲜”等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1 月 23 日 15 时 30 分，走进目前全球

最先进的卢货航全货机机舱内，带有滑轮
的轨道和恒定的内温，让堆积在里面的
100 多吨进口水果显得更加“高大上”。“这
批水果货值 170 万美元，连续 6 周，每周日
的下午，都会有这样的一架进口水果包机
抵达郑州。”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场办
事处主任李志远介绍。

“动车组件、汽车配件、羊毛制品以及
新鲜的水果食材是‘郑—卢’货运航线的

‘主力军’。”卢货航高级副总裁理查德·福
森说，当前，电子产品和汽车产业中零部
件、半成品的货运总量正在持续增长，而这
些高附加值货物的运输需求将会推动郑州
机场航空货运的大发展。

一条航线串起中欧贸易纽带
河南航投与卢货航的合作一直备受业

界关注。此次卢货航高层一行在乘坐货机
来到郑州的同时，也带来了卢森堡政府的
贺信：“1 条航线 5 个月货运超万吨，祝贺你
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成绩，证明合作对于双方都获益良多，坚

信未来的合作将继续发展与繁荣。”
“接下来航线将加密至每周 5 班，年底

计划加密到每周 6 班，全年货运量力争达
到 1.4 万吨。在保持目前航线货运增量的
基础上，尽快推动卢货航包机开通至芝加
哥、洛杉矶的货运航线，力争 2016 年将航
班加密至每周 25 班，货运量达 20 万吨。”卢
货航董事会主席保罗·海明格每一次的到
访，都会为河南带来“令人惊喜”的计划。

此外，“郑—卢”货运航线的带动引领作
用也在郑州机场显现。“目前，机场国际地区
货邮量已超过国内货邮量，改变了过去国内
货邮量多、国际地区货邮量少的局面。同
时，全货机承运货邮量已占主导地位，改变
了过去以腹舱货为主、全货机承运为辅的局
面。”河南机场集团副总经理李卫东说。

航空经济带来产业“百花齐放”
坐落在郑州航空港区的河南航投大厦

里，“航投臻品电商平台展示中心”正在紧
张筹备中，明年初，中原百姓就能在那里对

“欧洲货”进行线下体验和即时购买了。“依

托航线网络和郑州跨境贸易试点城市的优
势条件，网站将以贸促物，以物兴航，真正
实现‘买卖全球’的目标。”河南航投总经理
刘建葆如是说。

构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仅是“郑—卢”
货运航线带来的相关产业之一。目前，河
南航投与卢货航筹建本土基地国际货运航
空公司已进入可研报告阶段，未来将打造
环太平洋货运航线网络，形成“郑—卢”之
外的又一条定期洲际货运航线。此外，双
方还将在地面操作、仓储分拨、冷链物流、
飞机维修和飞行培训等方面展开全产业链
的深度合作。

“我们希望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货
运服务带到河南，做大做全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航空经济产业链，提升物流
业服务水平，实现高端产业集聚。”卢货航
CEO 德克·李奇表示，在打造航空产业链
条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构建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参与国际分工与市场合作的新平台，
不断拓宽郑州与卢森堡的合作领域，促进
中欧经贸交流和发展。③12

“双枢纽”带动中欧合作“共振”
建设进行时建设进行时
郑州航空港郑州航空港

全省举办首期
跨境电商专项培训

由本报率先推出的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先进典型

阿布列林荣获
2014“感动新疆”十大人物

智利蓝莓、樱桃坐包机抵郑

郑州机场国际货运
分拨中心雏形已具

本次波音747—8F全货机运来的全是从智利进境的蓝莓、樱桃等新鲜水果，工作人员正在从货机上卸货。⑤3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双方合作实现了让物‘流’起来”
——专访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CEO 德克·李奇

□本报记者 董 娉

□本报记者 董 娉

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质检总局动
植司相关人员登上波音 747—8F 全货机检
查。⑤3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第七届河南省青年
创新软件设计大赛颁奖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

确保党报发行持续稳定

本报讯 （记者王 平）商丘市
积极探索发行新办法，完善发行
新举措，拓展发行新渠道，截至 11
月 21 日，在全省率先完成 2015 年
度河南日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征订
任务。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重点党
报党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
引领舆论导向和维护社会稳定的
重任。在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召开之后，商丘市委专门发文要
求做好 2015 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市委宣传部也迅速召开会
议部署。各县（区）、市直各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把 2015 年度重点党报
党刊征订发行工作作为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广泛动员，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强力推进。

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宣传部
门发挥主导牵头作用，切实抓好工
作部署，纪检监察部门做好监督，
市委组织部从市管党费中拿出不

少于 10%的党费订阅党报党刊，赠
阅贫困县乡村基层党支部，财政部
门确保了专项经费的及时到位，邮
政部门抽出强有力的队伍，确保报
刊的收订质量和收订进度。全市
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积极推广运
用“财政列支”、“财政代扣”、“财
政兜底”、“集订分送”等订阅方式，
解决重点党报党刊的订阅经费问
题，保证了重点党报党刊发行数量
的稳定。

督促检查落实到位。为加快
征订进度，市委宣传部成立了 4
个督查组，分片包干，对全市各级
各部门的党报党刊发行进度、公
费订阅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积
极引导各地各单位主动征订。市
直机关工委成立重点党报党刊征
订领导组，对市直单位和垂直部
门的党报党刊发行进度进行督导
检查，有效地推动了征订工作进
度。③12

商丘率先完成河南日报等
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11 月 22 日，豫、陕、鲁、晋等地百名书画名家齐聚郑州，挥毫泼墨，
同台献技，与我省 12家社会团体及百家企业共同倡导在全社会形成人
人讲诚信、处处讲文明的社会风尚。⑤3 王永记 摄

▲11月 23日，共青团郑州市委 12355青少
年服务中心、绿城社工开展“暖冬行动——关
爱外来务工子女”活动，组织 40 名农民工子女
参观郑州科技馆。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

11 月 22 日，平顶山市一餐饮企业的员
工和爱心人士为年仅两岁的叶县白血病患儿
小恩泽捐款 7038元。⑤3 古国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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