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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中国食品名城的光荣与梦想
——写在第十五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开幕之际（上）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袁树青 黄卫民

五月的沙澧大地，绿意正浓，风华
正茂，沙河、澧河再次张开热情的臂
膀，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

5月 16日至 18日，第十五届中国
（漯河）食品博览会将隆重举行。届时，
海内外商界精英、行业领袖将齐聚漯河
这座美丽的城市，共襄盛举，同赢商机。

灿烂绽放十五年，食品名城开新篇。
从中原食品节到国家级食品盛会，15年
来，漯河，塑造着卓尔不群的城市气质，不
断刷新着中国食品名城的光荣与梦想。

互动互融，“中国食品名城”
享誉全球

漯河，一个1986年才升格的年轻
省辖市，在全省18个省辖市中面积、经
济总量倒数第三，人口数量倒数第四。

然而，若论漯河的知名度，那绝对
是响当当的——国内市场上，每10根
火腿肠有5根出自双汇；在香港，漯河

出口的肉制品占全港总需求量的25%
以上；在北京，来自漯河的肉制品、无
公害蔬菜占近20%……

最新统计显示，2016年，漯河市食
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600亿元，占
全市工业的60%，占全省食品产业的六
分之一，成为全省万亿食品产业集群的
重要支撑；而在建省辖市之初的1986
年，全市食品工业总产值只有1.8亿元。

从 2003 年举办首届中原食品节
以来，漯河以食博会为平台，变资源优
势为产业优势，变品牌优势为发展优
势，形成了食品产业发展与食博会的
互融互动，食品产业成为漯河市最具
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

规模壮大：全市拥有各类食品企
业7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211家；年

销售肉制品、休闲食品全国第一；年加
工转化粮食、饮料全省第一；双汇成为
国内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万洲国际
跻身世界500强……

体系完备：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22类食品行业中，漯河拥有18大类50
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形成了完备的
食品产业链……

名牌荟萃：全市食品行业拥有中国驰
名商标5个，中国名牌产品4个，河南省著
名商标64个，河南省名牌产品27个……

快速崛起的食品产业与声名愈隆
的食博会，成了漯河最靓丽的名片。

以节促建，“中原生态宜居名
城”名不虚传

春夏之交，漫步干净整洁的沙澧

河畔，但见处处乔灌相拥、草木葱茏、
碧波荡漾，“城在水中映,水在绿中行,
人在画中游”，令人陶醉其中。“漯河人
真是太有福气了！”外地人纷纷感叹。

近年来，漯河以迎接节会为主线，
科学规划，以节促建、以节促管，做足

“水”“绿”两篇文章，加强城市建设和
生态环境建设，致力打造中原地区富
有魅力的生态宜居名城，同时深入开
展全民守礼等市民素质提升行动，一
个居者心怡、来者心悦的文明宜居名
城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一顶顶桂冠书写着漯河
昔日的荣光，而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
漯河市又被公示为国家卫生城市的拟

命名城市行列，向着“国家卫生城市”
和“全国文明城市”再近一步！

漯河人，有十足的理由为生活在
沙澧大地而自豪！

开放带动，“豫中南地区性中
心城市”前景可期

“如果在一个城市开一次国际会议，
就好比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撒钱。”——
一位世界展览业巨头如此看待会展。

15年来，漯河食博会一届比一届
规模大、水平高、影响广。食博会让世
界认识了漯河，也深刻改变、影响着这
座城市的未来，成为开放漯河、活力漯
河的重要标志。

从首届食品节开始，漯河市就把
招商引资作为衡量节会成败的重要标

志，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名企来漯发
展。可口可乐、嘉吉、华润、统一、旺旺
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百强、
知名品牌企业纷纷在此驻足落户。

以食博会为契机，漯河市对外开
放的平台日臻完善。2016年 1月，河
南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漯河查验区正式
开通运营，成为全国首家“不沿海、不
沿江、不沿边”的肉类内陆口岸，也是
中部内陆地区唯一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2016年 11月，漯河智能物联港公
共保税仓正式揭牌启用，漯河“一关两
区四岸三仓”建设快速推进。

以食博会为平台，漯河市的开放成
果日益丰盛。第十三届食博会签约81
个项目，总投资额337.2亿元；第十四届
食博会签约64个项目，总投资额346.7
亿元。2016年，漯河市实际利用外资
90032万美元，总量居全省第4位。

可以相信，即将到来的第十五届中
国（漯河）食博会，必将成为漯河市进一步
扩大改革开放，推动转型发展，奋力建设

“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崭新起点！

习近平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致贺电
05│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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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河南行

□本报记者 栾姗

开放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或者
地区的发展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
作时指出，希望河南朝着“买全球、卖
全球”的目标迈进，建成连通境内外、
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省委、省政府紧紧抓住国家建设
“一带一路”的有利时机，把国家战略
部署、经济发展规律和自身优势有机
结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带动经济
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

今日河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不断增强中原腹地对“一
带一路”的支撑作用，在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征程中昂
首阔步、奋勇向前！

陆空衔接 中原联天下

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中部
内陆大省河南，如何扩大对内对外开
放，高效配置国内资源，深度融入全
球经济？这是河南历任领导的不断
探索和追求。

经贸往来需要物流运输，交通便
利正是河南最大的优势，必须构建一
个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
道，进一步发挥交通枢纽优势。

穿越历史的风烟，中原大地沿着
古丝绸之路寻找答案。

贤者与变俱，“一带一路”的大棋
局上，省委、省政府用连天接地的务
实思维，改革开放的勇气智慧，下了
一步漂亮的先手棋：打通连接世界经
济体的空中丝绸之路——获批全国
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打通直
达欧洲的陆路丝绸之路——开通郑
州至德国汉堡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打通河南买卖世界商品的网上丝绸
之路——获批全国首批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试点城市；打通串联境内外集
疏节点的高铁丝绸之路——修建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沉寂千年的丝路古道，如今一派

繁忙景象：
郑州机场已开通至卢森堡、纽

约、法兰克福、新加坡、雅加达、温哥
华等国家或地区的 26 条客货运航
线，构建连接全球重要枢纽机场和主
要经济体的空中丝绸之路，客货运增
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中欧班列（郑州）沿着丝绸之路
经济带一路向西，并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实现陆海相通，形成境内覆盖全国
四分之三省区市、境外覆盖 24个国
家121个城市的集疏网络，实现每周
去程 4班、回程 4班均衡对开，货值
货重指标位居中欧班列首位；

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搭

建网上丝绸之路，在俄罗斯、比利时、
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德国6个国
家建设海外仓，出口业务收件人遍及
73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单量和交
易额在全国试点城市和跨境综试区
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衔接境内
外丝绸之路，郑万、郑合、郑太、郑济
高铁相继开工建设，河南进入普速铁
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地铁

“四铁”联运时代，并与郑州机场实现
零换乘，高效衔接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河南探索
跨越发展的路径，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找准“枢纽”这一契合点，加
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
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打造服
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中原突
围，由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买卖全球 中原通亚欧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国际经济自金融危机后处于长时
间的深度调整期，国内经济进入新常
态，河南同样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
经济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

放眼世界、环顾国内，枢纽经济
已成为提升地区综合实力、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
发展枢纽经济，河南具有良好

的基础和条件。河南 2小时航空圈
可以覆盖约占全国90%人口和95%
生产总值的广大地区，4小时高铁圈
可覆盖除珠三角外的全国主要经济
区域，具备汇聚各方要素资源的战
略区位优势。与此同时，河南坚持

“优进”与“优出”相结合，充分发掘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推进对内
对外开放载体平台和重大项目谋划
建设，加快综合枢纽优势向产业竞
争优势转变。

沉寂千年的丝路古道，如今商旅
不绝于途：

口岸体系进一步完善。河南已
建成 6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 7个
功能性口岸，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常态
化运行，国际航空邮件经转口岸开通
17个国家直航邮路；进境水果、冰鲜
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口岸业务量实
现较快增长，成为内陆地区指定口岸
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省份；中国（河
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运行；
郑州机场口岸实施 7×24小时通关
服务，实行单证快速审结。

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积极进
展。航空港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全
球七分之一；河南航投与立陶宛阿维
亚航空租赁公司合资组建河南第一
家飞机融资租赁公司；（下转第七版）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上的上的

大通道拓展经贸新版图
——“一带一路”上的开放河南系列综述之一

本报讯（记者 屈芳）5月 10日，省长陈润儿
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河
南将出台方案，推动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
设。

会议同时研究了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对
行政执法证件申领、核发、使用及相关管理从省
级政府规章层面进行了规范。

济源素有“豫西北门户”之称，是国家首批中
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也是河南唯一的全域城
乡一体化示范市。今年3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正式复函河南，支持济源市在全域建设国家产
城融合示范区。

会议原则通过了《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总体方案》。会议指出，示范区的批复，是济源发
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也为河南发展增添了又一战
略平台。推进示范区建设，首先要把握战略定
位。要按照济源自身特点、发展趋势和国家要
求，紧紧扭住“产城融合、城乡一体”这一关键，以
前瞻和战略眼光统筹谋划、协调发展。

其次要着力体制创新。要着眼破解城乡发
展中的“二元化”、产业区和城市区之间的“二元
化”，探索研究在城乡规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等方面
的“一体化”，以体制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第三要提升发展水平。要优化城乡空间布
局，统筹考量地上地下、新城老城、城区城郊，做
到既有明确分区，又要有效衔接。要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着力推进新型材料、装备制造、文化旅
游、特色农产等当地优势产业升级步伐，推进工
业化和信息化、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要注
重生态环境建设，以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
城、以景美城，打造生态特色景观、抓好环境污染
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益。要提升综合承载能
力，在完善提高城市交通、生态、服务、产业等承
载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全面提升竞争实力。会议
特别强调，要珍惜示范区这一战略平台，脚踏实
地推进实施，擦亮“招牌”、务求实效。

会议原则通过了《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
法》。目前河南共有24万多名行政执法人员领取了
《河南省行政执法证》，9500多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
领取了《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为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办法》对行政执法证件申领、核发、使用及
相关管理进行了规范。《办法》强调申领执法证件必
须是在编在职的执法岗位人员，从“准入门槛”上根
本杜绝了工勤人员、劳动合同工、临时工执法。

会议指出，加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是规范执
法的基础、严格执法的保障、公正执法的要求。要
按照《办法》要求，控制准入门槛，严格证件的申领、核发、使用、管理。要明确管理职
责，特别是行政执法机关要切实履行执法主体的管理责任，出现问题将严肃追责。
要强化执法监督，政府法制机构担负行政执法证件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政府
还可聘请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形成执法监督“合力”。行政执法人员也要更加注重
提升自身素养、强化队伍建设，进一步促进行政执法行为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领导翁杰明、许甘露、张维宁、徐光出席会议。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娉）当地时间5
月8日，由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与阿维亚租赁集团合资成立的阿
维亚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在法
国图卢兹及德国汉堡的空中客车公
司交付中心同时接收 3架全新空客
A320客机，随即交付俄罗斯航空正
式投运。这是我省第一家专业飞机

融资租赁公司接收的首批客机，标志
着河南飞机融资租赁产业向市场迈
出了实质性一步。

我省首单专业飞机租赁业务备
受业界关注。阿维亚融资租赁（中
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成立，4个
月后便获得第一单来自俄航的 8.01
亿美元飞机租赁业务；5个月后即完

成第一批3架飞机交付投运，填补了
我省金融资本市场的一项空白。

“我们的合作方阿维亚租赁集团
在飞机租赁领域以及航空相关行业积
累了20多年的经验；承租方俄航运营
52个国家的133条常规航线；而融资
方国家开发银行更是全国最大的政策
性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河南航投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首单业务的推进
中，河南航投始终以“精选核心优势
突出的合作伙伴”为出发点，把国际
一流企业聚拢在一起，为我省金融服
务业进入国际市场找到了突破口。

“我们很高兴为世界领先的航空
公司完成飞机租赁首笔业务，今年还
会进行更多新飞机的交付。”河南航
投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明超表示，“作
为我省重要的航空投融资平台，河南
航投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积
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以创
新业态、创新业务、创新管理为抓手，
不断加快企业发展步伐。”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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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飞机租赁业向市场迈出实质性一步

首批三架飞机顺利交付俄航
政府权力“瘦身”市场活力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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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焦点网谈

全媒策动 精准分发“社群共振”
——河南日报全媒体系列特刊舆情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