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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957.7公里

城际铁路约151公里

动车标准组达到了87标准组

郑州铁路局动车组
2010年全年发送旅客

150.7万人次

2016年全年发送旅客

3915万人次

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 郑州铁路局
线路营业里程达到了

3939.2公里

其中

高铁动车组运行十年“成绩单”

制图/单莉伟

□本报记者 董娉 本报通讯员 程鹏飞

4月 18日，是我省首列动车组上
线运行10周年。十年来，我省高铁等
动车组交出靓丽“成绩单”：从2007年
4月 18日至今，郑州铁路局高铁已累
计发送旅客超过 1亿人次，乘火车出
行的旅客中有三分之一是乘坐高铁，
越来越多的中原百姓正在享受着乘高
铁说走就走的便捷。

日行驶里程超15万公里

据统计，自我省首列动车组上线
十年来，郑州铁路局线路营业里程至
今达到了3939.2公里，其中高铁957.7
公里，城际铁路约151公里，动车标准
组达到了87标准组。

同时，从2010年动车组全年发送
旅客 150.7万人次，到 2016年郑州局
管内高铁城际等动车组列车全年发送
旅客3915万人次，占郑州铁路局发送
旅客人数的 33.9%。在“4·16”调图
后，郑州机务段值乘的动车组列车对
数首次突破 222 对，是 10 年前的 37
倍；日行驶15.73万公里。

屡刷我国铁路“第一速”

车型不断升级换代也见证了高铁
成网的时代发展。据了解，郑州铁路
局自2007年开行动车以来，先后使用

了 20 种 型 号 的 动 车 组 。 其 中
CR400BF（金凤凰）和 CR400AF（蓝
海豚）均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超高速动
车组。

安全、高效、精准的掌控动车组
“火车头”，也考验着郑州机务段驾驶员

的技术：2007年4月6日，李振修和刘
福清驾驶动车组在京广线许昌——小
商桥创造时速 254公里的纪录，成为
中国铁路既有线“第一速”；2009年12
月 11 日，张毅在郑西客专跑出了
394.2公里/小时最高速；2016年 7月
12 日，郑徐高铁标准动车组交会试
验，杨震、李文兵、吴顺利跑出了 420
公里/小时最高速。

“高铁朋友圈”越刷越大

随着高铁线路的延伸，越来越多
的城市通过高铁与郑州连接在了一
起。据统计，目前从郑州出发乘坐高
铁能够到达 22个省会城市。到今年
下半年，随着宝兰高铁和西成高铁的
开通，郑州“高铁朋友圈”将再通过“兰
州”和“成都”两个好友验证。

展望 2020 年，我省如椽大笔画
下的高铁之“米”也将收官，将完成郑
州至万州、郑州至阜阳、太原至焦作
铁路、郑州至济南铁路河南段以及商
合杭高铁的建设，形成以郑州为中心
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届时，全省
高铁总里程将突破2000公里。②9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张晨
晨）作为我国期货市场创新发展的一
件大事，4月19日，白糖期权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在我国第一
个商品期权豆粕期权于上个月在大连
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后，白糖期权是
我国第二个商品期权。

期权，也称选择权，是指期权的买
方支付权利金，有权在约定的期限内
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买入或卖出一
定数量某种特定商品或金融工具的权
利。

在以往使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时，虽然规避了风险，但现货部位的
利润却会被期货部位的亏损抵消。
但如果使用期权进行套期保值，期权
部位的成本仅限于保值者支付的权

利金，但现货或期货部位的盈利却可
以随着价格有利的变化而不断扩
大。因此，买入期权，等于为企业的
生产经营上了“保险”，可以获得价格
有利变动的好处，弥补价格不利变动
的损失。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期货
市场建设，注重发挥期货、期权在服务
实体经济、服务‘三农’和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中国证监会副
主席方星海在当天上市仪式上表示，
中国证监会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
极稳妥推进我国期货期权市场建设，
适时批准各交易所推出更多期货期权
新品种，不断扩大服务实体经济的覆
盖面，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定价和风
险管理的需要。

白糖期权在郑商所正式挂牌交
易，不仅是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
重要举措，也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途径。放眼全
球，我国食糖的产销量和进口量均居
世界前列。白糖期货自 2006年在郑
商所上市以来，经过多年的培育，市场
运行日趋成熟，已成为国内涉糖企业
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据中国糖业协
会副会长刘汉德介绍，目前国内90%
以上的制糖企业和加工企业、80%以
上的大型贸易企业都在参与白糖期
货，期货市场的功能已得到食糖行业
的广泛认可。

“白糖期权的上市，又为市场提供
了新的风险管理工具。”刘汉德说，白
糖期权与白糖期货相结合，可以满足

涉糖企业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通
过制订更为“合身”的套期保值方案，
将进一步促进糖企的精细化风险管
理。白糖期权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白
糖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价格发
现功能的发挥，为涉糖企业提供更加
精准的市场信号。

不久前刚刚印发的《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对期货推
动我省贸易转型升级寄予厚望。《总体
方案》强调要“依托郑商所，支持拓展
新的交易品种，促进发展大宗商品国
际贸易”。可以想见，作为中西部地区
唯一一家商品期货交易市场、我省最
重要的金融资源之一，郑商所未来对
河南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
助推作用。②9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通讯员 杨
其格）4月18日，我省水权试点工作又
迈出重要一步，省水权收储转让中心
揭牌成立，将实现市场机制对全省水
资源的高效配置。据悉，这是全国第
二家省级水权收储转让平台。

我省人均水资源量为400立方米
左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
一。近年来，缺水成了我省许多地区
心头之患，水权转让正成为破解这一
难题的重要途径。2014年水利部开
展水权试点工作，力图通过市场机制
破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有效节水护
水。我省是 7个试点省份之一，重点
探索在南水北调受水区开展跨区域跨
流域水量交易。我省的水权试点工作
开展以来，已完成了三宗水量交易，共
转让丹江水指标1.2亿立方米，交易方

分别为平顶山市和新密市，南阳市和
新郑市，南阳市和登封市。“水资源特
有的流动性特点，决定了水量收储转
让的实现必须具备引调水工程。”省水
利厅水政处处长郭贵明分析。

目前，郑州、开封、驻马店市较为缺
水，提出了通过水量交易解决4亿立方
米南水北调用水的需求。开封将建设
调水工程，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航空港
口门引水。水权收储转让中心成立初
期，主要盘活我省南水北调节余指标，
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综合效益。省
水利厅厅长李柳身说，省水权收储转让
中心的成立，是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深化水利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全省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标志着水权交易制
度在我省的全面实施。③5

本报讯（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郑
鹏）4 月 20 日，记者从南阳银监分局
获悉，即日起，南阳银监分局将联合
南阳市政府金融办开启银行业走进

“千家万户”行动，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信贷资源的倾斜，加大对贫困户、农
户的信贷支持，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据了解，此次“千家万户”行动将
引导南阳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选取至少 1000 家
中小微企业进行深度对接，根据企业

需要，制定合理信贷计划，向企业提
供信贷支持及其他金融服务，其中新
增贷款额度不低于 60%。针对农户
所需的小额贷款，全市银行业将发放
至少 1万户小额贷款，其中新增的扶
贫小额信贷户数占 60%以上。落实
好小额扶贫贷款免担保、免抵押、基
准利率发放政策。农发行按照保本
或微利原则发放中长期贷款，支持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搬迁、教
育扶贫。③5

十年发送旅客超亿人次 通达22个省会城市

我省动车组跑出靓丽“成绩单”

白糖期权在郑商所正式上市

我省成立水权收储转让中心
破解缺水难题

南阳金融机构聚力助推实体经济

支持千家小微企业
发放万户惠民信贷

4月17
日，汝阳县
柏树乡华沟
村农民在田
间播种。时
下，当地农
民 抓 住 农
时，开展春
耕春播，田
间地头常见
农民忙碌的
身影。⑨6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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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水圣地 济渎庙——小北海
中国猴山 五龙口

浪漫岛国 小浪底——调水调沙

皇家山水 黄河三峡——龙凤峡风光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脍炙人口的愚公
移山故事的发祥地。北依太行，西踞王屋，南临黄
河，东接华北平原，面积1931平方公里，人口73万，
是中原经济区充满活力的新兴中心城市。

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古时济水与长江、黄
河、淮河并称“四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帝王
将相、文人骚客在此流连驻足，挥毫泼墨，白居易盛
赞“济源山水好”，乾隆帝称誉“名山胜迹”。世界地
质公园王屋山，是道教“天下第一洞天”，黄帝祭天之
所。李白感慨“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在阳台宫留下了唯一传世书法真迹《上阳台贴》，赞
美济源“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
穷”。浪漫岛国小浪底、猕猴乐园五龙口、皇家山水
黄河三峡、女娲之乡小沟背、祭水圣地济渎庙、茶道
之源九里沟等特色景区美丽彰显，青萝河、西滩岛、
砚瓦河、南山森林公园等乡村旅游胜地精彩呈现，济
源处处是风景，四季宜游玩，在“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指引下，中国著名旅游目的地——济源，正以迷人的
姿态等着您！

上善济水 王屋洞天 愚公移山 秀灵济源

春天旅游乐 济源山水好

看点四：道文化长廊，长廊人物是在济源地

区活动的国师级高道和文化名人为主，展现了历代
著名道士求仙访道的场景。

看点一：原创石刻《道德经》，石刻作品全长

101米（老子在世101载），高8.1米（《道德经》全篇
81章）。按照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
思想精髓，采用景龙碑原版，天然原石刻字，置于黄
色原土之上，融入本地原创文化，原石原土与草木
共生，四季常青与日月共荣。

看点二：王屋山地标性建筑牌坊，宽 42米，

高16.8米，建筑形式为五门六柱十一牌楼。牌坊上
雕刻有祥龙、莲花等吉祥图案，有发生在济源的许
多创世神话。是全国道学文化最丰富，雕刻工艺最
精湛，建筑规模最宏大的纯花岗岩石牌坊。

看点三：五行四象广场，以太极八卦镜为设

计元素，遵从道教罗盘中对应的方位，以外方内圆
五行、五方、五色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相
配。

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之王者归来

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济源
市的西北部，是中国古代九
大名山之一，道教“天下第一
洞天”，轩辕黄帝祭天之所，
《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在这
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AAAA
级景区。

从华夏始祖轩辕黄帝王
屋山设坛祭天开始，王屋山道
文化就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相
伴而行。唐代的王屋山道观
林立，道教名家灿若群星，香
客如流，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已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活动
中心、研究中心、传承基地。
自唐以后到宋、元、明、清，王
屋山的道教文化随同中国道
教文化的发展时兴时衰，王屋
山的文化地位也时升时降。
可以说，中国道教文化发展兴

衰的整个历史过程在王屋山
都得到反映，它是中国道教文
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和一面镜
子。曾有人这样评价王屋山

“开谈不说王屋山，虽讲道都
也枉然。”

由济源市文旅集团精心
打造的以道境广场为中心的
综合服务板块，天坛峰综合
提升项目、总仙宫修缮工程、
环崖栈道工程，以王母洞、王
母峡为中心的祈福、体验、观
光、休闲板块将在 2017 年相
继完工。

道境广场是王屋山的开
篇序言，侧重于道文化氛围的
打造和意境的体现，结合体验
和互动，分成“问道、寻道、思
道、证道、得道”五个道教旅游
主题，极大提升了王屋山为游
客服务软硬件设施。

精品自驾游二日游线路精品自驾游二日游线路

1 D1：游览“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午餐体验中体验中华愚
公村农家特色餐饮，晚餐夜宿美丽乡村五里桥或窑洞宾
馆国泰山庄。

D2：游览“浪漫岛国”小浪底，午餐黄河北岸农家乐
品黄河大鲤鱼、小银鱼等黄河特色餐饮。

2 D1：游览“女娲神话之乡”小沟背·银河峡景区，午
餐古村农家品特色餐饮，晚餐夜宿娲皇谷民俗村或直抵
黄河三峡景区三峡宾馆。

D2：游览“皇家山水”黄河三峡，午餐品黄河大鲤鱼、
小银鱼等黄河特色餐饮。

3 D1：游览“猕猴王国”五龙口，午餐尝风味野菜等
农家特色餐饮，晚餐夜宿小浪底景区中州国际饭店。
如需体验乡村休闲鸟啼虫鸣，可前往小浪底窑洞宾馆
国泰山庄。

D2：游览“浪漫岛国”小浪底，午餐黄河北岸农家乐
品黄河大鲤鱼、小银鱼等黄河特色餐饮。

旅游团队二日游线路
D1：上午参观愚公移山精神展览馆，游览“猕猴王

国”五龙口，午餐泉水湾农庄，下午游览“浪漫岛国”小浪
底，晚餐石板沟农庄，赏城市夜景、看中原城市大舞台精
彩节目演出，夜宿亚飞温泉假日酒店或王屋山大酒店。

D2：上午游览“浪漫岛国”小沟背，午餐娲皇谷人民公社
大食堂体验农家特色餐饮，下午游览“皇家山水”黄河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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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上午游览“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午餐美丽乡
村五里桥体验农家特色餐饮，下午游览“济水之源”济渎
庙、愚公移山精神展览馆，晚餐小兴东等市区特色酒店，
赏城市夜景、看中原城市大舞台精彩节目演出，夜宿亚
飞温泉假日酒店或王屋山大酒店。

D2：上午游览“济水之源”济渎庙、济源伊利乳业工
业旅游园、“猕猴王国”五龙口，午餐石板沟休闲农庄体
验农家特色餐饮，下午游览“浪漫岛国”小浪底。

2

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