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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呼吁
国家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河南在“一带
一路”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懿提出三条建议：支持河南申建
内陆型自贸区，争取纳入国家第三批自
贸区试点；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制度
化、法制化建设，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更

大规模、可持续发展；增强郑州海关、商
检力量配备，进一步支持郑州完善大通
关管理体制。

全国政协委员、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花亚伟提交提案，建议支持河南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建议国家支持河
南积极开拓连通欧亚的新航线，加快构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运输通道；支持
河南加快推进‘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

‘四纵六横’货运铁路网建设；支持公路
运输通道建设，强化河南与西北省份以
及中亚、欧洲的合作，加快构建中欧国
际物流大通道，推动河南更好地服务全
国、连通世界。”他说。③9

代表委员热议河南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

融入新丝路
放飞新梦想

开放发展 连通世界

□本报记者 柯 杨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依托一条空中走廊，立足一个陆路平台，河南正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建设内陆全方位对外开放新
高地，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这成为全国两会期间，河南团代表
和委员热议的一个话题。

立足优势，实现新发展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开放也是改

革”这句话，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市长
马懿感受深切，“像郑州这样一个不沿
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只有扩
大开放，才会倒逼改革、促进创新。”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外贸
出口总额占全省进出口投资的一半以
上；郑欧班列累计开行 100 班，货运量、

满载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均位列中欧
班列第一位——2014 年这两大国际平
台建设突飞猛进，为河南对外开放提供
了空间无限的新天地。

在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孙
廷喜看来，河南对外开放的成就源于抓
住机遇、突出优势。“一是利用区位交通
优势，构建立体综合交通体系；二是立

足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进一步参与国
际分工，扩大进出口总额；三是强化口
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搭建载体平
台；四是以航空港区为突破口，加快开
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他说，“河南
转型升级、对外开放找到了战略突破
口，也将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大
规模的发展。”

积极融入，抢抓新机遇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出 ，把“ 一 带 一

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
强 新 亚 欧 大 陆 桥 、陆 海 口 岸 支 点 建
设。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河南省工
委主委王鹏杰认为，这对河南来说是
重要利好。

“河南位于新亚欧大陆桥的中心位
置，是新亚欧大陆桥西向、南向和连接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点，人口多和经济

总量大，发挥着战略通道和支撑作用。”
他说。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将产生
哪些具体影响？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
委书记吉炳伟表示，“一带一路”既是经
济带，也是文化带。“借力‘一带一路’，
我们将着重打造开封的装备制造业、信
息产业及农业产业化等，还将进一步叫
响旅游和文化品牌，做好产业和文化这

两篇大文章。”
全国人大代表、风神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锋认为，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战略，不仅能促使河南制造走出
国门，还将促进各类产业创新升级。“我
们的产品逆势上扬，在中亚、欧洲等地
都顺利打开市场，而且我们正借助加大
出口，提高产品制造过程的智能化和产
品的智能化，实现转型升级。”

全面对接，开启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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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
贸区……河南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在北京讨
论着这些热词时，省内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经
营人员也对这些议题时时关注着。无论是北京
还是河南，大家共同的认识是：河南的对外开放
又一次迎来历史性机遇，抓住这一机遇，河南打
造全方位开放高地的目标会更近一步，河南经济
社会也将迎来一大飞跃。

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局长李忠榜说：“郑欧班列是河南积极融入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2014 年，由郑州、重
庆、成都、西安、苏州等地始发的中欧班列中，郑
欧班列的班数、货重、货值均位居前列，综合影响
力居中欧班列首位。随着河南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国家间投资、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河南
的对外开放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这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都在谈自贸区，
我们看到全国很多省份都提出申建自贸区，我们
也在努力抓住这次机遇。我省有三大国家战略叠
加的优势，自贸区如果申建成功，河南的开放程度
将会得到极大提升，开放高地的建设也会进一步
加快。”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才说。

企业界同样热盼我省开放水平的提高，作为
制造业大省，“河南制造”急需更大的市场。“无论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我们公司都有大量产品销往相关国家和地
区，当然，我们也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当河南
和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更加便利，不但我们的
优势产能得以拓展，同时也能提高‘河南制造’的
水平。”黎明重工集团总经理乔景亮说。③9

河南开放
再迎历史机遇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人大代表谈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既要走得出
更要走得稳

买全球 卖全球
□夏远望

本报讯（记者李 红）“全体代表都要问问自己，每年有
多少时间用于履职？”3 月 10 日，在河南代表团审议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的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建业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向大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接着，胡葆森又亮出一组数据：全国有 2964 名人大代
表，平均每 46 万人中才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团全国
人大代表数量虽然位居代表团第三，但每 63 万人中才有一
名代表，所以代表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资格，履行自己的责任。

怎样更好地履行人大代表的责任？“50 后”的胡葆森曾
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对此，他有几点思考和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有入职前培训，但不应该是一次性培
训。平时全国人大、省人大也要组织代表进行学习，希望省
人大每年至少组织一到两次履职间的培训，代表们要积极
参与。

每位代表应增加每年的履职时间。人大代表不仅仅是
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人大应加强对代表的纪律约束，规定
履职时间。村医马文芳每年拿出两三个月时间对农村医疗
进行调研，给代表们做出了好榜样，每个代表都要问问自
己，每年有多少时间用于履职？

对人大代表进行定期考核。全国人大、省人大应对每
个代表履职的时间、质量和水平进行考核。同时，建立科学
的淘汰机制，不以淘汰为目的，建立约束机制，提高履职的
责任感。

创新提高议案的质量和提报方法。每年参会时，有这
样一个现象，个别代表在会议现场拿着自己的议案到处找
人签名，不仅不够严肃，还显得有点“掉价”。省人大能否要
求代表提前上交议案和建议，进行初步审核。每次大会开
幕前有三天的准备时间，代表们用一两个晚上进行讨论，复
议的代表可以当场签名。

增加专业代表的数额。170 名河南团代表中有立法能
力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较少，下一届应增加有法律等专业
知识方面的代表。③9

人大代表自问：

每年，我有多少时间
用于履职？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既要走得出，更要走
得稳，这既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也是我们
企业多年来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全国人大代表、
金龙集团董事长李长杰如是说。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
去”战略，“让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
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李长杰认为，“走得
出”首先要靠自身实力，比如要有先进技术、优良装
备、优秀产品，有国外市场需求。他介绍说，15 年
前，金龙集团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始向国外
供应铜管产品，并先后在墨西哥、美国投资建厂。

“尽管墨、美两国政府对铜管项目很重视，但
不同的文化背景、人力资源状况和具体法律法规
等，都可能给企业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难题。”李
长杰说。

“对于这些由于文化和习惯原因造成的困
难，企业都要有所准备。”李长杰建议准备“走出
去”的企业，要多了解当地的法律规定、投资环境
和风俗人情，充分做好前期工作。同时，政府要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加大对优秀制造业企业
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等问题，真正让企业既能“走得出”，又能“走得
稳”，在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③10

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毛蟹“爬”上河
南人餐桌，郑州造手机 18小时“飞”上美
国柜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奋飞”、“E 贸易”提速、新丝路上新“使
者”……河南与世界空前接近，对外开
放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引来代表委员关
注和赞誉。大家纷纷建言献策，期望河
南持续扩大开放，朝着“买全球卖全球”
目标迈进。

“买全球卖全球”，积极顺应潮流。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按照比较优
势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分工布局方
兴未艾。以航空经济、“E 贸易”为代表
的新经济形态，深刻重塑着世界经济版
图。“买全球卖全球”，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加
快实现优势互补，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
关键一招，也是我省稳增长、调结构、强基
础、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效举措。

“买全球卖全球”，需多管齐下。抓
好郑州航空港建设，发展大枢纽、大产
业、大物流，打造航空大都市，让对外开
放的窗口更大更亮丽；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提升郑州、洛阳作为新亚欧大陆

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的
支撑作用，强化郑欧班列重要
纽带功能；把握新兴业态、新
的交易方式，培育 E 贸易核心
竞争优势，加快进出口业务规
模化运营；营造国际化、法制

化营商环境，谋划建设自由贸易园区，
加强开放载体平台建设，努力与国际接
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

“买全球卖全球”，观念要更新。开
放首先是人的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
转型、促发展，拓展国际视野、打造全球
眼光，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规则意
识、法治意识、合作意识，就能让现代商
业文明为开放包容的中原文化增添新
的时代内涵。

历史上，陶朱公五湖营商兼济天
下；改革开放后，“二七商战”让中原淬
火市场经济；今天，“买全球卖全球”抒
发着河南人的自信和豪迈。让我们
打开新的时空，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
纵横驰骋。③9

●●开放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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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上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的代表们在驻地审
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⑤3

本报记者 杜小伟 郭宇 董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