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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 9月 7日电 连日
来，河南承天接地融入“一带一路”的
喜讯不断，以“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
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为重要使
命的河南自贸区获批，总规模将达
1000亿元的河南省首只服务“一带一
路”战略的投资基金正式设立，中原腹
地正借力“一带一路”走向开放前沿。

建设各类功能性口岸，打造对接
“一带一路”的载体平台，是河南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特点。2014
年以来，河南相继获批肉类、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汽车整车、粮食、澳大利亚
供宰活牛、种子苗木等内陆指定口岸，
成为我国内陆地区功能性口岸最多的
省份。如今的郑州航空港，每周都有
水果包机降落，来自新西兰的奇异果、
南美洲的车厘子、东南亚的榴莲等从
这里入境分拨到全国各大城市超市。
这一切，得益于河南拥有齐全的进口

口岸资质。
为提高口岸效率，今年初，河南电

子口岸上线运行，形成集通关、物流、
商务服务于一体的大通关信息平台。
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一次申报、一次
查验、一次通关”的协作机制成为全国
的标杆，企业通关综合成本下降25%
以上。此外，河南还建起综合保税区、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级经济开
发区、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等多个
获得国家批复的开放平台，不断探索
内陆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路径。

以郑欧班列和郑州航空港为支
撑，架起丝绸之路的陆空新通道，是
河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突出亮
点。9月 3日傍晚 6点 30分，迎着满
天晚霞，郑欧班列第 405 班准时发
车，驶向德国汉堡。作为我国唯一实
现每周去程三班、回程三班均衡对开
的中欧国际班列，通过海铁、公铁、空

铁多式联运，郑欧班列的货源遍布包
括日韩在内的欧亚近 30个国家和地
区，货物集疏网络延伸最广。郑欧班
列已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贸易物
流通道。

郑州航空港则是“空中丝绸之
路”上崛起的新星。作为我国首个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航空港先
行先试，探索“货运为先、国际为先”
发展之路。为提升国际货运能力，通
过资本运营，2014年，河南民航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3亿美元收购欧
洲排名第一的卢森堡货航 35%的股
份，成为卢货航股东。借助卢货航在
全球的航线资源，郑州航空港迅速融
入全球主要经济体货运航线枢纽网
络。从 2014 年 6月 27 日起，被命名
为“郑州号”的波音747-8F全货机每
天在郑州机场与卢森堡芬德尔机场
间往返。郑州、卢森堡“双枢纽”，有

效拉升了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
地位。目前，郑州开通全货运航线34
条，其中国际航线 29 条，居全国第
三、中西部第一。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布局
规划，河南承天接地，一方面积极对接
国家战略，一方面发挥地方特色和优
势，国际经贸合作亮点纷呈。本土企
业走出去开展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工
程承包等活动日益频繁，如：双汇并购
史密斯菲尔德、栾川钼业收购力拓集
团澳洲铜金矿，到全球配置资源；宇
通、许继、金龙铜管等企业在海外设立
生产基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河南
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
设立农业科技示范园，引入的早熟玉
米品种及地膜种植技术改写当地一年
一熟的种植历史，实现一年两熟。该
公司董事长李超被塔吉克斯坦国家领
导人赞誉为“中塔民间大使”。

本报讯（记者 冯芸）9月7日，全国
社科联第十七次学会工作会议在郑州
举行。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会议。

赵素萍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赵
素萍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在工作条件、经费
保障、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社科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
断丰富，全省上下关心支持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氛围日渐浓厚。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赵素萍
强调，一要坚定方向、立根固本。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学科建设、
课题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1世纪

马克思主义。二要围绕中心、研用结
合。以解决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和困难
为己任，加速推进成果转化，为党委、政
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三要服务人民、
惠及大众。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研究导向，着力破解人民群众关心的社
会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哲学社会科
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说服力。
四要坚定自信、与时俱进。坚守文化立
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激
励引导人们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赵素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广阔舞
台。希望省社科联充分发挥“联”的优
势，动员引导社科工作者多出学术精
品；恳请兄弟省（区、市）社科联的领导
和专家学者为河南发展把脉问诊、出谋
划策，提供更多真知灼见。③6

本报讯（记者 杨凌）9月 6日，我
省首家为国际创业创新者构建的“双
创”平台——“集聚创客汇”在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跨境电商示范园
揭牌。韩国B&B KOREA集团、意大
利西北部工商联合会，以及《老杨会客
厅》等一批新型创业孵化加速器及部
分生物科技创业项目共15家机构、企
业和项目当天签约入驻。

据悉，“集聚创客汇”由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跨境电商示范园组
建专业管理团队运营，致力于为国内
外创业者提供办公区、洽谈室、会客

厅、路演大厅、展示区等开放共享式空
间，以及创业指导、投资融资、媒体推
广宣传、供应链等创业管理服务。

今后，该平台将以“跨境电商”、
“互联网+”、“一带一路”、“自贸区”等
为重点，依托其交通、物流、海外仓、国
内外货源组织等完善的供应链优势，
结合自建的“空港跨境”线下线上平
台，努力搭建国际化产业孵化平台，为
创业者提供一个快捷、稳定、完善的创
新创业成果转化渠道，帮助国内外创
客实现创业创新技术和科研项目的落
地及对接。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9月 6日，以
《德国商报》总编辑汉斯·尤尔根·雅格
布斯为团长的德国商报访问团和我省
相关部门在郑州举办豫德产业合作对
话会，探讨“德国工业 4.0”和“中国制
造2025”背景下的豫德产业合作。副
省长许甘露会见了访问团一行。

《德国商报》是德国第一大经济类
报纸，此次来豫访问的成员包括该报
总编辑、驻华首席记者和多位德国企
业家。省委外宣办、省政府外侨办、省
工信委、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河南航

投、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等单位和访问团进行了对接。双
方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使
河南和德国的合作更加密切。

近年来，我省与德国经贸合作不
断拓展，西门子、汉莎等 30多家德国
企业在河南开展业务；另一方面，河南
的优秀企业开始以海外并购等方式走
向德国。今年 4月，我省还在德国等
欧洲 3国举办了“2016河南——欧洲
产业合作对接活动”，达成了一批合作
项目。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晖 史晓琪）9月 6日，省
教育厅发布《“十二五”河南学生资助发展报
告》,展示我省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喜人成绩，
向全省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资助
各级各类学生1.69亿人次，除去义务教育阶段
免除的杂费，资助金额达427.23亿元。其中，
2015年资助 4174.93万人次，较 2011年增长
107.4%；资助经费达 112.36 亿元，较 2011年
增长88.8%，年递增17.2%。

“十二五”期间，我省学生资助投入持续保
持增长势头，其中政府投入占主导地位，各级
财政累计安排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资助资金
353.26亿元，占总投入的 82.7%，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1.63亿人次。

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发放
国家助学贷款47.75亿元，占高等教育阶段学
生资助总投入的33.2%，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80.03万人次，贷款发放量和资助困难
学生数量分别是之前5年总和的1.77倍、1.39

倍。2015年，我省发放国家助学贷款22.53亿
元，位居全国第一，占当年高等教育阶段学生
资助总投入的50.02%。国家助学贷款已成为
我省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已
实现良性运行。截至 2015年底，全省贷款毕
业生66.19万人，贷款金额50.71亿元，欠息率
仅为2.49%，其中到期贷款本金22.63亿元，本
金违约率为2.03%，远低于我省确定的14%的
风险补偿金比例。

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宋振介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是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脱
贫攻坚的重要政策措施。目前，我省已建立了
覆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的资
助政策体系，实施的资助项目达20多项，实现
了对所有学段的全覆盖、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
全覆盖以及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覆盖，从
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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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第六届职工运动会闭幕
本报讯（记者 黄晖）9月 7日，经

过三个月的全民健身和竞技比赛，河
南省直属机关第六届职工运动会暨首
届全民健身大会圆满收官，闭幕式于
当晚在河南电视台 8号演播厅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喜中出席闭幕
式，副省长张广智宣布省直六运会暨
首届全民健身大会闭幕。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致闭幕
词。来自省直有关单位的 1000余名
干部职工参加了闭幕式。

闭幕式在欢快的歌曲《幸福拍拍
手》中拉开帷幕。令现场观众振奋不
已的是，中国女排奥运冠军朱婷也来
到现场，畅谈对奥运精神和全民健身
的理解。最后，在歌曲《美丽中国梦》

的激情旋律中，闭幕式圆满结束。
据悉，省直属机关第六届职工运动

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由省直文明委、
省委省直工委、省体育局主办，分为全
民健身和竞技比赛两个阶段，共持续3
个月。在全民健身阶段，省直各单位精
心组织体育骨干示范培训班、绿色出行
健步走、科学锻炼健康巡讲等活动，开
展国民体质监测，完善职工健康管理网
络平台，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加大科学
健身的指导力度，以多种形式和方法引
导干部职工参与健身活动；在竞技比赛
阶段，来自120多个厅局的1136支运
动队、10966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
球、乒乓球、游泳、广播体操、拔河、射击
等15个大项63个小项的比赛。③6

▶9月 5日，在南乐县张果屯镇
新希望农业种植园区，就业的贫困户
在洒水育苗。该镇依托现有农业园
区，为贫困户免费提供场地、技术等，
加快脱贫步伐。⑨6 高林 摄

▼9月 7日，项城市丁集镇任楼
村 200亩葡萄园风景如画。该市通
过引进优良品种，建成葡萄采摘园
数十家，有力地带动了农民增收致
富。⑨6 张永久 摄

（上接第一版）为创新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开拓广阔空间，促进经济向形态

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

段演进。

建设示范区，激发全省“双创”新活
力。

从“蛟龙”探海到“神舟”翱翔，都闪

现着郑洛新三地的智慧之光；一辆出口

欧洲市场的河南造新能源汽车，整车设

计制造出自郑州，锂电池动力来自洛

阳、新乡；富士康“从一个苹果到一片果

园”，集成组装在郑州，零部件来自南

阳、鹤壁、济源，依托航空港，“飞”向全

世界……

郑洛新，这三个昔日互帮互助的

“好邻居”，不仅在示范区的平台上变成

亲密无间的“一家人”，协作联动、一体

发展；还将“大家手拉手，齐步向前走”，

融合创新链，升级延展产业链，闯出一

条创新发展新路子，真正对全省其他地

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努力把中原全域

打造成适合创业、适宜创新之地，共同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更大范围、更

高层次、更深程度发展。

建设示范区，下活区域协调“一盘
棋”。

中原兴，中部兴，中国兴。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国家统筹推进“四

大板块”与“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急

需河南加快融入。通过郑洛新示范区

建设，聚集资源，先行先试，释放能量，

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向西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融合，向北与京津冀对接，

向南与长江经济带联动，构建国家区域

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同时，

与邻近的武汉东湖、长株潭等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共同发力，辐射带动中西部

地区创新发展，为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

实基础。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所说，“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利于发挥河南区位和交通枢

纽优势，有利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

利于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步伐，让中

原更加出彩”。

全力以赴——
举全省之力推进示范区

建设，引领带动全省创新驱
动发展再上新台阶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循着古代圣哲的教诲，在中原建设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是要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提升自主

创新为核心，以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为切

入点，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示范为着

力点，全力以赴把示范区建设好。

要创新，就要紧紧握住解放思想这
一利器。

省长陈润儿指出，创新反映的是一

种进取的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勤劳的品

质，彰显的是一种坚韧的毅力；建设示

范区，一定要富有成效，一定要不等不

靠，立足自身优势，发挥自身潜能，拿出

各自的招数，显示各自的优势。

如今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不足 5 年，我们必须拿出非常之

举、付出超常的努力，开启解放思想“总

开关”，用好这一破解创新难题的锐利

武器，用先进的理念引领创新，用开拓

的思路指导创新，用科学的方法实践创

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敢闯敢试的勇

气，宽容失败的环境，埋头苦干的精神，

一个都不能少，用我们的实干巧干，加

快体制、制度、理念、科技等全方位创

新，让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要创新，就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最紧迫的任

务。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评价

导向、协同创新、成果转化、金融支持机

制等，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释放全

社会创新活力与潜力。

要建立适应创新规律的科研经费

管理制度，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经费

支配权，提高绩效支出占比，对劳务费

不设比例限制；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收

益和处置权；允许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

人员获得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和报酬。

同时，注重形成一套好的制度、政策，使

其他高新区可以复制，辐射带动全省均

沾创新红利，形成核心引领、辐射带动、

梯次发展、全面提升的一体化创新发展

新格局。

要创新，就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腾讯、阿里巴巴、甲骨文软件、百度

等行业旗舰企业纷纷进驻郑州高新区；

以工业机器人为主的智能装备生产基地

落户古都洛阳；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

药等产业集群在新乡规模初现；中铁装

备集团仅用十年时间让国产盾构机研制

从无到有，从中原走到世界前列……

这些充满活力的创新主体，使资源

禀赋不同、产业基础不同、城市总体规

划重点不同的郑、洛、新三地形成了优

势互补、错位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是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我们要促进创

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构建富有活力的协

同创新体系、加大创新创业平台载体建

设力度，突出“高”和“新”，强调“专”和

“精”，支持示范区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等重大创新平台载体，实施创新龙头企

业培育工程，培养壮大一批“科技小巨

人”，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积极承接

企业研发项目，在示范区建设科技成果

产业化基地。

要创新，就要开放创新聚人才。
8 月 31 日，郑州高新区举行三年行

动计划动员大会，提出将专门划出 5 平

方公里建设“大学创新城”，引进清华、

华中科大、西安交大等知名高校，建设

15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入驻的产业

技术研究院，政府将每家给予 1亿~2亿

元资助。

强化开放式创新是推动示范区建

设的有效途径。我们必须通过开放的

方式，进一步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坚持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积极引进一批国际一流的创新型企

业、团队、项目和知名研发机构，最大限

度地用好国际国内创新资源。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

支撑示范区发展的第一资源。不仅要

重视“引进来”，还要重视培养本土人

才。我们要落实各项人才政策，研究制

定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创新人才双向

流动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一切束缚人

才脱颖而出的落后观念和制度障碍都

要破除，一切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的措

施都要勇于尝试，让各类人才各得其

所、各路高贤大展其长。

“希望中原大地能够成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土。这里蕴藏着蓬勃的发

展生机，发展动力在增强，发展后劲在增

强，可以想象未来的河南会更加让世人

刮目相看，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这

是李克强总理对河南的殷切期望。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

蹄。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牌

子扛来不容易，做靓更不容易，需要我

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干出

成效。

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

更出彩的光荣使命，承载着一亿中原儿

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昂首前行。让我们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用

辛勤的汗水、辉煌的业绩，向中央和全

省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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