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袁楠）2月 16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
悉，1月份我省进出口总值 496.2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8.1%。其中，
出口 318.3 亿元，增长 54%；进口
177.9亿元，增长16.6%，全省外贸实
现良好开局。

从贸易类型看，加工贸易占比近
七成，一般贸易快速增长。1月份，我
省加工贸易进出口 345.9亿元，增长
41% ，占 同 期 我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69.7%；一般贸易进出口137.5亿元，

增长42.8%。
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作为我省的

主要贸易伙伴，1月份进出口值分别
达到 111.8 亿元、63.1 亿元、55.4 亿
元，增速依次为54%、47.1%、119%。

外商投资企业仍为我省外贸发展
的重要力量。1月份，我省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351.7亿元，增长41.1%，占
同期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70.9%；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106.8 亿 元 ，增 长
25.8%，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国有企
业进出口37.7亿元，增长50.2%。③4

1月份我省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38.1%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2月16
日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
1月份，河南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
比上涨 2.3%，环比上涨 1.1%。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3%。

1月份，受元旦、春节影响，食品
价格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3.9%，
其中，鲜菜、畜肉类领涨，同比分别上
涨9.6%和5.1%。1月份，其他七大类
价格同比也呈上升趋势，其他用品和
服务类、医疗保健类以及居住类涨幅
靠前；衣着类环比略有下降，除此之

外，其他类别环比均呈上升趋势。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调查

显示, 1月份，河南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以下简称PPI）和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以下简称 IPI）环比涨幅均缩
小，同比涨幅均扩大。其中PPI环比
上涨0.4%，PPI同比上涨7.3%；IPI环
比上涨0.9%，IPI同比上涨8.0%。

1月份，河南PPI中，生产资料产品
价格环比上涨0.6%，其中采掘工业、原
料和加工工业价格领涨。生活资料产
品价格环比与2016年12月持平。③3

1月份河南居民消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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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开新局 中原日日新

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王映）春节过后上班首日，濮阳市
委书记何雄就率队赴广东招商，抢占发展先机。面
对远道而来的新春第一批来客，比亚迪集团和格力
电器负责人都表示，将尽快与濮阳在电动汽车、智能
家居和模具基地等领域展开合作。

创新招商方式，优化投资环境，狠抓项目推进，
招商引资成为推动濮阳经济社会赶超发展的强大引
擎：2016年，该市实际利用省外资金209亿元，增速
居全省第3位；实际利用境外资金6.3亿美元，增速居
全省第一位；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72个，304个超
亿元项目开工建设。

开放招商是推动发展的一号工程，已成为全市
广大干部职工的共识。濮阳坚持以产业招商为统
领，主要领导亲力亲为，招商组“业长”带头实干，牵
头单位协力推动，全市上下思开放、谋发展的势头强
劲。

招商引资，如何在百舸争流中竞得上游？“坚持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市级统筹组织与县区
自主举办相结合、小分队与大团队相结合，灵活多样
的招商方式极大提高了针对性和实效性。”濮阳市商
务局局长康合斌说。

一方面，“走出去”富有针对性。市主要领导带
队，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开展专业招商，推
动与力帆、华谊、华强、绿地、德国巴斯夫、美国PPG
等80余家国内外行业龙头深层合作；围绕对接“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组织开展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及印
度、埃及、科威特等专题活动，达成多项重要协议。

另一方面，“请进来”主题更鲜明。濮阳市成功
举办了中国石化产业精细化发展大会、全国电子化
学品产业发展论坛、中原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等8次
重大专题招商活动，邀来国内外知名企业，签下数百
亿元投资大单。

随着招商引资的深入开展，过去“捡进篮里都是
菜”的思路已不能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着眼于培
育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濮阳“提着篮子去选菜”，重
点招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建立
起以实际到位资金、新签约开工大项目、引进500强
企业和上市公司、落地战略新兴产业项目等为主要
内容的考核体系，逐渐实现招商引资由“全面撒网”
向“重点突破”的转变。

去年，濮阳签约、开工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分别
达到41个和 28个。森源集团与濮阳就充电桩生产
制造、建设运营和光伏发电等，签署总投资100亿元
的合作协议。上海晶科、华电福新、迪盛四联等一批
风电、光伏、农光互补等新能源项目纷纷落地，东方
雨虹防水材料、美涂士新型建筑材料、蓝星化工丁二
烯等一批新型化工材料项目相继签约。

当下的濮阳，企业、资本、人才纷至沓来，一幅创
新转型升级的画卷徐徐展开。“2016年，濮阳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位居全省第一方阵，赶超发展步履坚
实。”濮阳市市长宋殿宇说。③7

本报讯（记者 陈辉）2 月 16日，
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今年以来，全
省工业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
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开局平稳，整
体好于去年同期。五大主导产业整
体形势较好，传统产业整体平稳运
行，预计全省工业经济有望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

省工信委经济运行监测显示，综
合PMI、工业增值税、工业品价格、各
地生产情况、企业放假及复工安排等
方面判断，1月份全省工业经济延续

了平稳增长态势。从市场看，虽受春
节放假、生产和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等
因素影响，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 指 数（PMI）仍 然 居 高 不 下 ，为
51.3%，连续 6个月站上 50%的荣枯
线，延续了平稳扩张态势。产成品库
存、采购量、进口、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等指数均有提高，表明工业企业对未
来市场前景预期比较稳定；从省网用
电情况看，1月份用电量受春节因素
影响略有下降，但 1～20日（扣除春
节因素）省网累计用电量 174.33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1%；从工业增值
税看，1月份，全省完成工业增值税
51.8亿元，同比增长 9.0%，增幅较去
年 12月提高 13.0 个百分点，较去年
同期提高 7.3 个百分点；从主要工业
品价格看，1月中旬，省工信委监测
的58种主要工业品旬末价格环比16
涨、35平、7跌，基本保持平稳。

省工信委报告显示，全省各地千
方百计抓好新年开局，确保实现工业
经济“开门红”。郑州市提出“以月保
季、以季保年”工作要求，并将目标任

务分解落实到县（市）区、乡镇、部门、
具体项目和责任人。洛阳市建立了
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库，并建立
产业联盟促进优势互补、提高产业竞
争力。许昌市以新能源汽车、工业机
器人等产业园区建设为重点，紧盯推
进 2017年 110个亿元以上重点工业
项目建设。漯河市开展了重点工业
项目提升活动，确保一季度每个县区
重大项目签约落地3个以上、新开工
建设4个以上、建成投产2个以上。

（下转第二版）

2月 16日，位于新乡的河
南新太行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正在电池自动化生产线上作
业。该公司专业生产各类蓄电
池，产品广泛用于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等领域，公司曾在国家
“863”计划、多项国家重点工程
建设项目中承担产品研制与生
产。⑨7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招
商
引
资
助
推
濮
阳
赶
超
发
展

我省民企参与组建
绿色钛业科学技术研究院

1月份我省工业经济运行好于预期

五大主导产业发挥引领作用

03│河南新闻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万道静

2月 15日，“中国疾控中心—郑州
儿童医院”手足口病联合调查项目启
动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儿童医院
举行，为期四年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儿
童 手 足 口 病 前 瞻 性 队 列 研 究
（2017-2021）”正式启动。

中国疾控中心、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河南省疾控中心、郑州市卫生计生
委、郑州市疾控中心、郑州市金水区疾
控中心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郑州儿
童医院等相关领导及郑州儿童医院参
与该项科研项目的科室主任和临床工
作人员出席会议。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疾控处处长张伟平主持会议。
郑州儿童医院是全国唯一一家参

与此项科研的医院。

转化科研成果
我省儿童优先受益

手足口病属于国家重点防控的法
定报告丙类传染病，主要影响5岁以下
儿童。每年全国有数百万孩子患上手
足口病，死亡人数居于法定报告传染
病前五位，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河南是人口大省，一直是手足口
病国家重点防控的省份。

郑州儿童医院是河南省儿童公共
卫生医疗救治培训中心、河南省重症

手足口病定点收治医院，救治水平及
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长期以
来，郑州儿童医院积极承担我省手足
口病患儿的救治任务，其中郑州地区
以外的就诊患儿占 70%，重症患儿占
90%。郑州儿童医院承担该项科研，
科研成果在临床上的转化将使我省儿
童优先受益。

此项科研，将解答目前手足口病
临床诊治和疾病防控中悬而未决的科
学问题，比如识别重症高危病例的评
分系统、患儿病毒排出期时长等，为全
国的手足口病临床指南更新和防控措
施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于全国和河
南均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据悉，2016年 5月中国疾控中心

启动遴选该项目合作医院的工作，在
深入了解全国 10余家三甲儿童医院
的软硬件实力、手足口病和重症病例
数、医院管理层的科研合作意愿和重
视程度及医院相关科室的人员情况，
并征询省级疾控中心意见后，最终选
定了郑州儿童医院作为该项目唯一一
个科研基地。

全程参与研究
提升自主科研能力

为全面、深入阐明手足口病的发
病机制、影响因素和疾病负担，国家疾
控中心传染病处处长、传染病科研和
防控技术带头人余宏杰教授（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
牵头与郑州儿童医院合作，共同开展
该项科研。

中国疾控中心科研团队将长驻郑
州儿童医院，在地方疾控中心支持下，
同郑州儿童医院开展手足口病病例的
招募、信息和标本采集以及跟踪随访
等研究工作。牛津大学、香港大学及
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等国际一流
学术和科研机构将为该项目提供技术
支持。

此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国疾控中
心与郑州儿童医院已经做了长期而细
致的筹备工作，优化改进项目的实施
方案和操作流程，采购测试项目设备
和耗材，并组织技术培训，启动引入国

际先进的儿童生长发育评价工具。
郑州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感慨地

说：“这是培养、提升临床医生科研水
平和能力的一次重大机遇。”

郑州儿童医院与中国疾控中心共
同开展手足口调查项目，将有效提升
郑州儿童医院医务人员自主开展科研
项目的能力，建立同国家疾控中心和
复旦大学在内的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合
作关系，申请包括“十三五重大专项”
在内的重点科研项目，全面提升郑州
儿童医院的科研实力。作为我省国家
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主体单位，
郑州儿童医院正通过联合或独立申报
国家科研项目，为自主创新临床医疗
技术提供重要支撑，助力该中心建设。

“国家级科研”助力我省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中国疾控中心手足口病唯一科研基地落户郑州儿童医院

创新发展
蓄力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