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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5 月 16
日，副省长赵建才在郑州会见了捷克
地方发展部部长卡尔拉·什列赫托娃
女士一行。

赵建才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重点介绍河南省
在旅游领域的发展状况及双方合作
前景。他说，河南是中国的经济大
省、文化大省、人口大省，正在推进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我们
愿意与捷克在旅游、开通直航等方面
探讨交流合作机会，并以旅游合作为
契机，拓展双方在经贸、农业、文化、

交通运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卡尔拉·什列赫托娃说，非常高

兴来到河南，河南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明年还会组织捷克旅游团来河
南。目前中捷关系发展良好，双方可
以在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建立良
好的关系。

据介绍，捷克代表团此次来访，
主要考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重点了解河南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和
经验做法，推动双方在地方政府合
作发展、双向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③12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17日，
由省美术家协会、省书画院、省美术发
展促进会、省华侨书画院等主办的“《铸
鼎中原》——河南省首届中青年中国
画学术展”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保存、副省长张广智、省政
协副主席靳绥东等为开幕式剪彩。

此次画展共展出 100多幅精品
画作，分为山水、花鸟、人物等系
列。此次展出的画作是我省18位中
青年实力派画家近年来的创作成
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学术性、探
索性。他们在注重传统的同时，敢

于创新，用手中的画笔捕捉发展变
化的伟大时代，以敏锐的视角捕捉
生活，形成了各自的绘画风格。同
时，也基本上代表了当代河南青年
画家画风的趋势和在艺术风格方面
所做的探索。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画展定名为
《铸鼎中原》，是希望这批中青年画家
的作品像司母戊鼎一样，扎根中原，厚
实沉稳，有分量、立得正、镇得住，同时
寄托着对河南艺术后续有人的希望。

此次画展持续到5月22日，市民
可到省文联大楼五楼免费参观。③6

本报讯(记者 刘国挺) 5 月 16
日，副省长王铁在漯河调研麦田后期
管理时强调，强化措施，落实责任，认
真做好小麦后期管理工作，确保今年
夏粮丰产丰收。

16日上午，王铁参加完第十四届
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简短的开幕
仪式后，随即来到郾城区西大坡高标
准粮田项目区实地了解麦田后期管
理工作。随后，王铁一行又来到位于
项目区的农技推广站，与工作人员就
农技服务覆盖的范围、农民技术培训

等情况进行交流，并鼓励他们发挥技
术优势，为群众做好全方位技术服
务，有效解决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问题。

王铁强调，夏收在即，丰收在望，
各地要高度重视麦田后期管理，密切
注意天气变化，防止小麦早衰。各级
政府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强化措
施，落实责任，认真做好小麦后期管
理的各项工作，同时还要切实做好小
麦机收、夏粮收购等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夏粮增产农民增收。③6

我省首届中青年中国画
学术展开展

捷克地方发展部部长一行
访问我省

做好麦田后期管理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 17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2016年 1-3月
份，我省对欧洲进出口总额24亿美元，
同比增长109%，其中出口19.9亿美元，
同比增长137.4%。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我
省进出口贸易超过2亿美元的国家主要
有荷兰、德国、英国、意大利、卢森堡、捷
克、法国等，占对欧洲进出口总额的3/
4。我省对欧主要出口商品有手机、轮
胎、钢铁、箱包、毛皮制品、人发制品等；

主要进口商品包括铅矿砂、铜矿砂、铁矿
砂、生皮及皮革、汽车零部件等。

在河南出口欧洲企业中，风神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是全欧洲最受欢迎的中国
卡客车全钢子午线轮胎品牌。作为中国
全钢子午线轮胎重点生产企业和最大的
工程机械轮胎生产企业，风神轮胎在质
量要求严格的德国市场占有率达8%；产
品打入瑞典、荷兰、意大利等。

据了解，2015年，我省对欧洲进出
口总额为75.2亿美元。③12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17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截至目前，欧洲国家
在我省投资设立外资企业达307家，实
际到位外资37亿美元，投资较多的国家
是英国、德国。今年一季度，欧洲国家在
河南投资实际到位资金2亿美元。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英国
在我省设立外资企业 97家，实际投资
9.5亿美元。主要企业有：世界500强企
业英国GKN工业集团公司与亚洲最大
气缸套制造商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
公司，为共同开拓中国及欧美高端大缸
径气缸套市场，投资4350万美元，以市
场合作、技术合作、资金合作方式组建河
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主要生
产中重型卡车、工程机械及船舶等大马
力气缸套，具有年产300万只大缸径气
缸套的生产能力；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投资4867万美元的开曼(陕县)能
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能源开
发生产(限供开曼铝业)及综合利用。

德国在我省设立外资企业83家，实
际投资9.4亿美元，主要投资企业：采埃
孚一拖（洛阳）车桥有限公司、河南安彩
照明有限公司和麦德龙。采埃孚一拖
（洛阳）车桥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设
立，投资总额 6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2.83亿元人民币。中国一拖集团占49%
股份，德国采埃孚（中国）占51%股份。
主要从事农业机械车辆驱动桥生产研
发、销售及配套服务。麦德龙物业管理
（郑州）有限公司设立于2005年3月，投
资总额787万欧元，其中德国麦德龙国
际参股有限公司出资390万欧元，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100%，公司经营仓储、仓
储式商场、超市。③6

□本报记者 赵振杰

2010年至今，我省对欧洲国家
投资协议金额 7亿美元，实际投资
3.39 亿美元。投资主要分布在德
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匈牙利、卢
森堡、英国、波兰、爱尔兰、奥地利、
西班牙等国家。

河南优势企业对欧洲企业的并
购投资，有效地利用了国外企业的
先进技术和销售渠道，增强了我省
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促
进了所并购企业的发展和增加就
业。

从2010年至今，河南企业在欧
洲投资的项目主要有：

2011年，洛阳一拖集团收购法
国 McCormick 公司，包括工业建
筑、加工设备、IT设备和实验室等有
形资产，也包括传动制造技术、生产
秘 密 等 无 形 资 产 。 该 公 司 在
90-230马力拖拉机专用动力换挡
传动系统技术水平国际领先。收购
法国公司使一拖集团自有技术与欧
洲先进技术完美融合，加快中国动
力换挡拖拉机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市
场化步伐。

2011年，南阳淅川汽车减振器
有限公司成功收购具有百年历史、
号称欧洲减震器之王的意大利威奥
斯图减震器公司，成为全球减震器
行业的领军企业。新威奥斯图有限
公司成为淅减集团在欧洲的研发基
地、生产销售基地。协议额2385.56
万美元，目前实际投入 566.78万美
元。

2013年，中信重工在西班牙投
资设立甘达拉公司，从事设备制造，
协议投资额6242万美元，实际投入
6053万美元。

2013年，河南省黄泛区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在乌克兰投资设立中乌
泛达农业有限公司，从事种养殖、木
材加工、农产品加工和进出口贸易，
协议投资额3325万美元。

2014年，南阳国宇密封发展有
限公司斥资 2500万欧元收购欧洲
最大的动力臂塔机制造商德国德尔
伯特集团，使国宇公司主营业务由
汽车零部件行业拓展至重型起重机
整机生产，融入国际高端装备制造
业供应链体系。

2014年，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
司收购德国 Hilite（海力达）公司，
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端液压控制及发
动机控制系统零部件研发供应商。

2015年，新飞集团海外并购法
国冷藏车市场排名第二的Lambe-
retSAS全部股权，顺利完成交割。

2015 年平高集团在波兰总承
包电力工程项目，合同金额3808万
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2010 年之前，
河南企业就已经在欧洲有过大手
笔投资。金龙精密铜管在荷兰投
资设立金龙铜管（荷兰）有限责任
公司，协议投资额 2 亿美元，实际
投入 5500 万美元；河南林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在德国设立帕希姆
中欧空港产业园，中方协议投资额
9980 万美元，实际投入 6356 万美
元。③12

一季度我省对欧贸易额
同比增长109%

欧洲国家在豫设立企业307家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17日，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河南省实施
商标品牌战略 2016—2018 年行动
计划》，力争到 2018 年全省建成 20
个省级产业集群商标品牌示范基
地，助推我省品牌经济发展再上新
台阶。

自我省实施商标品牌战略以来，
2013年至2015年全省每年新增有效
注册商标分别达 2.9万件、3.4万件、
6.7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6%、18%、
31%，增速位居中西部省份前列。

《行动计划》在市场主体商标有效
注册量，驰名、著名商标品牌培育，涉
农和地理标志商标注册推动等方面较
前三年相比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例
如到2018年全省商标注册总量达到
40万件以上、中国驰名商标达到250
件以上、全省地理标志商标达到 65

件，商品出口企业在国内和主要出口
国均有1件以上自主商标等。

据了解，“商标品牌基地和商标
品牌集群”的概念首次在《行动计划》
中提出，将围绕我省“十三五”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加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商标品牌培育力度，重
点支持产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自主
商标品牌建设，培育一批以高端制
造、商贸物流、电子商务、食品加工为
主体的商标品牌基地。具体来说，以
双汇、南街村等本土优势商标品牌企
业为核心，加强与其相关联的商标品
牌集群建设，力争到 2018年全省建
成60个省级产业集群商标品牌培育
基地、20个省级产业集群商标品牌示
范基地，助推我省由产品大省向商标
品牌大省、由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转
变。③12

我省瞄准“品牌经济”再发力
2018年建成20个省级产业集群商标品牌示范基地

我省6年对欧洲国家
投资3.39亿美元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刘勰）近两
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大
气污染防治法陆续出台，最严法律是
否得到最严执行？实施效果如何？5
月 16日，由省人大常委会联合相关单
位组织的 2016年中原环保世纪行采
访组赴郑州、开封进行了调研采访。

扬尘检测利器
助力环保措施全覆盖

5月 16日上午，郑州市李江沟拆
迁改造工地上空，一架无人机盘旋而
至，地面上的显示屏立刻显现出该区
域的空气指数。“这可不是一架普通的
无人机，它是检测扬尘的利器！”中原
区大气办负责人介绍说，无人机上装
有空气质量监测装置，能检测出6项主
要空气污染指数。

近年来无人机、车载式检测仪等
新装备纷纷在郑州亮相，这些环保利
器与监测点、在线监测系统共同构建
成全方位监控检测体系。郑州市环保
局局长潘冰说：“执行史上最严环保
法，就要确保各项措施不留死角。郑
州市把治理扬尘的监管责任细化到了
乡、镇、街道办，建立了施工企业社会
征信体系，对渣土车全部安装定位系
统，并开展集中整治活动，目前已取得
初步成效。”

当天，记者在开封市东京大道一
侧看到，堆放场的建筑垃圾上，全部覆
盖着草绿色的防尘网，接缝的地方专
门用木棍牢牢地钉住，防止被风刮
起。开封市环保局局长李丹说：“现在
环保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施工企业也
养成了习惯，只要有挖土、拆建作业，
都会首先解决防尘问题。”

“节能环保、循环发展，
这笔账不吃亏”

除了扬尘，燃煤污染也是大气污
染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郑州市一
方面推进燃煤锅炉拆改，深化禁燃区
建设；另一方面对电厂、热源厂等燃煤
大户进行技术改造。

作为“引热入郑”工程的一大成
果，泰祥热电厂在“以技改促节能”上
舍得下本钱，先后投入3亿余元用于环
保设施建设，单是烟气超净排放项目
就投入8400万元。成本虽然增加了，
企业自身却受益匪浅。

该电厂副总经理席世俊深有感触
地说：“通过节能减排、循环发展，既提
高了经济效益，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应，这笔账算起来一点都不吃亏！”

污染物及时处理
身处车间却闻不到油漆味

开封的奇瑞汽车厂区，涂装车间
里却闻不到刺鼻的油漆味。仔细看
去，喷涂油漆的作业间处于封闭状态，
散落的油漆被随时流动的空气和水带
走。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不算很大，种
类却相当齐全，治污措施自然也得齐
全——烘干气体二次燃烧除害，污气
通过活性炭吸附，涂装车间、淋雨实验
室、冲压车间和生活中产生的污水也
区别对待，采取了相应的污水处理措
施。

开封市环保局副局长刘斌表示，
该企业在线监测系统与环保局联网，
可以实时看到数据，监测显示，企业各
种污染物实现了稳定达标排放。③6

“中原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赴郑州开封采访

“环保措施不能留死角”
（上接第一版）要深刻理解党章是一
部凝练的党史，展现了我们党从幼年
走向成熟的历程；党章总纲是一面高
扬的旗帜，彰显着我们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鲜明本色；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现了组织章程
对组织成员的核心要求；民主集中制
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保证了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纪律是党的
生命线，维护着党的团结和统一,真
正把党章刻印在心上，打牢党性修炼
的根基。

邓凯强调，要坚持知行合一落
实党章各项要求，以学促做、躬身践
行，自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要强化党员意识，始终牢记党员身
份，坚定信仰信念，绝对忠诚于党，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做到爱党为党忧党。要树牢群
众观念，始终保持公仆情怀，站稳群
众立场，深入贴近群众，努力增强群
众获得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要增强敬畏之心，始终坚守底
线红线，严守政治纪律不偏向、严守
组织纪律讲服从、严守廉洁纪律把
底线，做到严格遵规守纪。要涵养
道德情操，始终坚持完善自我，着力
抓好家风建设，做到德行引领风
范。要强化责任担当，始终积极履
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带头攻坚克
难，做到争创一流业绩。

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人
社厅有关负责同志，省委党校、河南
行政学院主体班全体学员和党员教
职工参加开学典礼。③12

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践行党章
作为终身必修课

5月 17日，淅川县灌河景区碧波荡漾、风光秀丽。该县以绿色发展理念构筑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通
过治理河道、景观绿化，让昔日荒草丛生的河滩，变成了生态景观长廊。⑤3 杨振辉 摄荒滩变景区

我省与欧洲经贸往来日益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