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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栾 姗）11 月 18 日
凌晨 3 时，郑欧班列第五班回程班
列暨首趟进口整车回程班列抵达郑
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除了首次搭
载两辆路虎揽胜越野乘用车外，2
吨原装进口的德国婴儿奶粉、矿泉
水和厨具橱柜等生活用品，也将派
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是郑欧班列首次搭载“洋货
儿”进入寻常百姓家。前四班郑欧回
程班列的客户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
货源都是工业生产用料；第五班郑欧
回程班列的客户开始出现了中小企
业进出口贸易商，生活用品货源开始

崭露头角。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郑斌说，郑欧班列
开设整柜拼箱、零散快件拼箱、零散
大件拼箱等服务中小企业客户的新
业务，普通消费者可以选择拼箱业
务采购全球产品。这次，德国双立
人厨具橱柜就是整柜拼箱业务模
式。

奶粉、矿泉水和厨具橱柜等生
活用品如何实现快速通关？郑州市
春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嘉
说，“Aptamil（爱他美）”婴幼儿奶粉
是“80 后”妈妈的育婴宝典，公司一

次性采购 2 吨的“Aptamil”婴幼儿奶
粉，将通过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试点完成通关手续，按照个人合理
自用的纳税额度，价格算下来比淘
宝、京东的还便宜，基本可以达到与
香港超市同价。

郑欧回程班列每月的 8 日、25
日从德国汉堡站始发，已实现了每
月两班常态化运行，标志着郑欧班
列进入常态化“有来有去”运行阶
段。郑斌说，伴随着拼箱业务的开
展和 E 贸易通关的便利化，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洋货儿”走进寻常百姓
家，郑欧回程班列也会越来越密集。

本报讯（记者栾 姗）11 月 18 日 14 时，郑
州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迎来业务开通后的“第
一单”，两辆路虎揽胜越野乘用车成为首个

“尝鲜者”。
钳断关锁、开集装箱、查验货物……在

郑州国际陆港建设有限公司、郑州海关驻
铁路东站办事处、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郑州东站办事处的交接业务流程下，终极
汽车（深圳）有限公司订购两辆路虎揽胜越
野乘用车开始履行检验、报关、放行的系列
手续。

郑州海关驻铁路东站办事处副主任张辉
说，汽车整车进口通关需经过运抵及短驳、进
口转关关封核销、电子数据申报、审单、现场
交单、接单征税、查验、放行、签发《货物进口
证明书》9项基本流程，最快 6小时可以办妥。

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郑州东站办事

处副主任田艳萍说，汽车整车进口检验检疫
需经过集装箱检疫查验、现场一般项目检
验、安全项目检测 3 项基本流程，最快 3 小时
可以办妥。其中，集装箱检疫查验侧重截获
疫病及有害有毒物质，现场一般项目检验侧
重车辆与证书的相符，安全项目检测侧重车
辆的健康、环保。

郑州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是“一次检验、
一次报关、一次放行”的货物通关新模式，海
关、检验检疫的流程是交叉运行，也就是说
最快 6 小时就可以办完全部通关手续，经销
商可以现场提车。而在过去，从国外进口整
车需通过天津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海运通关，
办理完通关手续后、缴纳完关税，再通过公
路运输回郑州，最少需要半个月。

两辆路虎揽胜越野乘用车的总价值是
160 万元，这也为郑州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带

来了“第一笔”税收。据了解，豪华汽车进口
需要缴纳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平均税率
在 134%左右。经初步估算，郑州汽车整车
进口口岸将实现年高端整车进口量 700 多
辆，进口总值 2.3 亿美元，新增关税、进口环
节增值税、消费税约 21.6 亿元，整车销售额
43.2 亿元，营业税 2.3 亿元。

事实上，不仅仅是汽车厂商，越来越多
汽车产业链条上的参与者们也对郑州汽车
整车进口口岸投来了关注的目光。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崔绍
营说，他们计划建设进口汽车展示及销售中
心、整车改装中心、物流分拨中心、进口车辆
配套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等，打造展示、
销售、维修、养护、加装、改装、年检、消费信
贷、保险理赔等服务，打造内陆最大的进口
整车后市场产业园。

郑州汽车整车进口口岸郑州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迎来迎来““第一单第一单””

满载婴儿奶粉、矿泉水、厨具橱柜

郑欧班列开始为百姓拉“洋货儿”

一景一物倡清廉 一花一草诉高洁

探访郑州文化园林里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李 林 本报通讯员 杨 芳 胡丝佳

近段时间，绿城郑州因
为新的景致有了新的气象
——城市里最受市民青睐的
公园绿地上，正在散发着更
广更深刻的魅力。“花草生机
盎然，景致夺目怡人，更重要
的是那里能让心安静起来、
干净起来，如同找到了精神
家园。”游园兴致渐浓，市民
王颜波由衷感叹。

“精心谋划、认真雕琢，
走高端、出精品，形成廉政文
化建设的独特品牌。”河南省
委常委、纪委书记尹晋华说，
要利用现代手段，占领教育
预防高地，努力开辟新领域、
创造新经验、打造新亮点。

郑州正在尝试一条“廉
洁文化进园林”的路子，要在
无声景致中提炼和展现深厚
沉淀的中华廉洁文化，为人
们入目入心建造起一座温暖
眷恋的精神家园！

“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
11月 20日，虽已是初冬季节，郑州人民公园
内的竹园仍是一派葱郁，不少步入这园中雅
致之地的游客，都不约而同会在徐庭筠《咏
竹》前驻足。

这个近万平方米、以竹成景的小园内，利
用匾额、楹联、碑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借竹喻
人，倡导高洁，手法婉约精妙，无声无痕间，每
天吸引数万人游赏关注。

如同人民公园的“竹园”一样，郑州
市园林局将三大公园与郑州市绿文广场
管理中心、河南省工人文化宫、郑州植物

园共六个单位作为首批“廉洁文化进园
林”试点单位，各处都有“竹园”异曲同工
之处。

为什么选择“园林”与“廉洁文化”牵手？
“园林本身就是文化。”郑州市园林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胜利解释，园林的定义是
指，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
段，通过改造地形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
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
境和游憩境域，是形成具有城市人文风貌
与历史脉络的第二自然。

“园林是人们感受清幽的自然环境与修

养身心的场所，更是洗涤心灵、聚集正能量
的最佳地方。”张胜利说。

翻阅历史，1985 年郑州以绿化覆盖率
35.25%位居公布的全国 317 个城市前列被
冠以“绿城”美誉。时隔多年，郑州的绿化
覆盖率提升至 38.2%。人们越来越愿意亲
近自然，越来越愿意利用闲暇走进游园，投
入绿色的怀抱。

此时此势，自然而然，园林成了文化传
播与扩散的最佳场地，于是郑州有了新的

“景致”，一种怀古思今、风清气爽、雅俗共
赏、动情走心的“景致”。

初冬微寒，正是银杏金黄飘洒满目的
时节，郑州绿文广场管理中心的文博广场
内，游人如织，陶醉在金黄的世界里。

广场内一块景石尤为惹眼，石刻的银
杏叶曼妙飞舞，栩栩如生，更有一段郭沫若
的《银杏》诗句让人感慨良多——“你的株
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
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
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无处不文化，无处不动心。
郑州市园林局所属的首批 6家“廉洁文

化进园林”试点单位结合自身园林特色与园
内建筑风格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暂谢铅华养生机，一朝春雨碧满塘。”紫

荆山公园以“赏莲·品莲”为主题举办荷花展，
门廊、景石、亭台、游路上处处可见楹联、诗词、
歌赋、漫画等，把廉洁文化与莲荷文化巧妙结
合起来，使游客在“荷风”徐徐中陶冶情操，更
在潜移默化中体现“廉以养德，文以化人”；

绿文广场管理中心在文化公园的文化
之窗廉政长廊上，选取文化公园四季优美图
片，配以廉政格言警句以及小故事，内容有

“以廉为宝”、“‘一钱’太守”、“‘二不’尚书”、
“孙中山的遗嘱”、“总理‘收礼’”、“无私的孔
繁森”，以此教育人、感染人、警示人；

碧沙岗公园在公园南门设立电子触摸
屏，精选与园林植物有关的廉洁好诗词一
百首，背景配上梅、兰、竹、菊、松、荷等十几

种园林植物图片、古典音乐，精心制作成视
频输入电子触摸屏，并以点播的形式推出，
使高雅文明、积极向上的古典文化精粹与
优美清新、赏心悦目的园林廉洁文化精品
完美结合，寓教于乐，让市民群众在手指点
击之间达到“飞入寻常百姓中”的效果。

从春天海棠花的“平生不借春光力，几
度开来斗晚风”的坚守节操，到盛夏荷花的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高洁清雅，再
到深秋银杏“千年人代惊弹指，独有参天鸭
脚存”脱俗不凡……

四季往复，每一种具有清风高洁寓意
的园林景致，都在文化的提升与修剪中诲
人不倦。

“‘廉洁文化进园林’切入点在景物，而
内涵在滋养心灵和修正品质，中国古典园
林中的松荷梅兰竹菊都有喻君子之风，两
者结合自然且完美。”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
作的市民如此评价。她由衷强调的是，郑
州园林中的廉洁文化因为用心精巧，而让
人欣然接受、自然吸收。

一组统计数字也恰恰与其说法吻合：
日前郑州人民公园一场包括菊花展、老照
片和游竹园的廉洁文化“组合拳”赢得了市
民的广泛赞誉，每天有 7 万人次游园，最高
峰时达到 10 万人次。不少游人有感有悟，

将四大本留言册写得满满当当。
一位游人这样写道：“以景倡导廉洁，

弘扬中华美德，一步一景，一景一情，在园
林艺术家的精心布景中，生硬的教育豁然
脱胎为鲜活的思想，不反感，喜接受！”

在此廉洁文化的带动下，郑州市园林
局内部也开展了“园林廉政文化作品征集
评选”、“中华园林廉洁好诗词竞赛”，并创
办廉政刊物《园林廉文荐读》，积极参加郑
州市委组织的“廉洁绿城、和谐郑州”廉政
公益广告创意征集参评活动，创作的作品

《和谐社会廉政先行》、《贪欲泯灭人性》、

《廉洁，为民也为家》、《拒腐倡廉，共创和
谐》连续四届荣获郑州市廉政公益广告创
意视频一等奖。

“廉洁文化进园林”仅仅是郑州市全方
位、多思路开展廉政教育的一个缩影，正如
郑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郭锝昌所说的：
要始终抓住宣传教育不放松，把上级要求
与本地特色结合起来，把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结合起来，把廉洁从政教育与廉洁文
化活动结合起来，增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
和说服力；要创新一些“自选动作”，打造一
批“拳头产品”，形成郑州廉政文化品牌。

园林境域即是文化本质

花草物景皆有清风高洁

润物无声处恰有惊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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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自 欧 洲
的进口整车正在
进行口岸通关流
程 。 本 报 记 者
王 铮 摄

郑欧班列源源不断拉回欧洲“洋货儿”。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碧沙岗公园书画盆景化清廉

紫荆山公园“荷”影

人民公园菊香锁清秋

文博广场，游客在如梦似幻
的银杏叶中晨练

亮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