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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6月 6日上午，
第九届河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在省残
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
省的28个代表团、468名演职员将参加
为期两天的比赛，节目总数111个。

今年4月，中国残联、教育部、民政
部、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
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第九届全国残疾
人艺术汇演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残
疾人艺术汇演和节目选拔。据悉，全国
残疾人艺术汇演每四年一届，不仅为残
疾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参与社会的
机会，也是全国残疾人特殊艺术精品的
一次大荟萃。

第九届河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由
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文化
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举办，共设

声乐、器乐、舞蹈三个必报参演类别和
戏曲一个选报参演类别。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河
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宣传发动广泛、
基层参与活跃、节目选拔认真，是截至
目前残疾人艺术汇演参赛队伍最多、
参赛节目最多、参赛人员最多的一届，

“此次汇演的优秀节目，经过专家指导
后，将参加今年8月份在山东济南举办
的全国东部片区展演。表现优异的节
目，将继续参加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全
国汇演。”

近年来，我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残
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在全国残疾人艺术
赛事中争金夺银，为河南增光添彩。其
中，2005年以来，我省已连续三届获得
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金奖。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 月 6 日，
记者从省地税局获悉，河南省地税直
属分局日前与 34 家财产保险公司和
19家保险代理企业共同签订了《税收
遵从协议》，切实加强车船税征收管理
工作。这是河南地税系统首次与保险
行业签署此类协议，是落实全省地税
系统开展“法制化、规范化、精细化”税
收管理的一项具体措施，对于规范保
险公司车船税代扣代缴管理具有标志
性意义。

有车一族在购买交强险时，都会
由保险公司代扣车船税，如何确保扣
缴的税款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时足额
缴入国库，是地税部门一项重要监管

职责。据悉，地税部门将引入风险管
理的模式，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保险业
车船税代扣代缴业务的日常监管。通
过定期开展代收代缴车船税明细申报
的核查与分析，重点比对保险机构代
收车船税与机构所在地实际入库车船
税差异，全面运用地税征收管理风险
识别系统和现有车船税风险识别扫描
模块发起风险评估等方式，加强车船
税的后续管理。

据了解，下一步地税部门还将进行
车船税代扣代缴行业发展态势分析研
判，与财政、国税、保监会、保协会等部
门深度合作，切实加强对代收代缴车船
税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③5

第九届河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开幕

河南省地税直属分局与53家保险企业签订协议

规范行业及车船税管理

6月 4日，郑州海关驻经济技术开发区办事处“萤火虫志愿队”队员来到该区
实验中学，与来自郑州市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的26名患有自闭症、唐氏综
合征的儿童互动交流，并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用品。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根据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财政
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省地方税
务局、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河南省
统计局《关于转发<商务部 财政部 税
务总局 质检总局 统计局关于开展
2017 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
信息联合报告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
求，现将河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含台港
澳侨投资企业）开展2017年外商投资
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工作
（以下简称“联合年报”）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联合年报时间
2017年4月1日至6月30日
二、参加范围
2016 年 12月 31日前，在我省依

法设立并在工商登记机关注册的外商
投资企业（含台港澳侨投资企业）。

三、联合年报程序
参报企业请登录全国外商投资企

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网上联合报告及
共享应用系统（http：//lhnb.mofcom.
gov.cn）填报信息。

四、信息公示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654号），参加联合年报
的企业名录和企业填报的投资经营信
息，应当向社会公示的，将在联合年报
工作结束后通过“全国外商投资企业
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信息公示
应用平台”（http：//lhnbgs.mofcom.
gov.cn）向社会公示。

联合年报服务电话:
0371-63576204
邮箱:wzglc20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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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河南省统计局

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
公 告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亮河南
□本报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风生水起的郑州 E贸易，如同
架起了一条联通世界的“网上丝绸
之路”，让“买卖全球”变得触手可
及。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里，入驻着
全球最大的移动APP社区电商企业
——小红书。6月 6日，适逢其周年
庆促销活动，3.3万平方米的仓库里
一派繁忙景象：10条生产线全开，
2500多名员工齐上阵，打单、扫码、
分拣、包装、发运……一天内，20万
件包裹如同一股洪流，从这里浩浩
荡荡出发，被汇至全国各地，让人们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质优价惠的
全球产品。

2015年 3月入驻郑州以来，小
红书“小步快跑”，实现了华丽蜕
变。“入驻不到半年，销售额就突破
了7亿元；如今生产线拓展到10条，
仓库面积达3.3万平方米，销售商品
1.7万余种，日均生产包裹数4万个
左右。”小红书郑州分公司负责人邸
阿明介绍说。除了郑州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外，郑州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加快建设，通关便利化不断提
速；中欧班列（郑州）高频开行、郑州
机场航线日益加密，多式联运体系
发达，带来的结果就是国际物流更
便捷、成本更低廉，用户体验也不断
得到提升。

目前，小红书在上海、深圳、香港
等地都建有生产基地，但郑州一直是
其当仁不让的“主战场”。据介绍，小
红书全球用户已达5000万，每天新
增用户约20万，截至今年5月销售额
已近百亿元，其中40%的贡献率来自
郑州。“今年1-5月份，小红书郑州仓
销售额近12亿元。”邸阿明说。

跟小红书一样，聚美优品入驻郑
州以来，发展态势也是一年一个新台
阶：2014年9月-12月郑州仓跨境销
售额2335万元，2015年猛增至22.9
亿元，2017年预计将突破 30亿元。

“郑州既有环境创新，也有政策支撑，
双向利好让聚美的‘聚粉效应’越来
越凸显。”聚美优品跨境事业部华中
区域副总经理李佳策感慨地说。

小红书、聚美优品的快速成长，
只是郑州 E贸易蓬勃发展的缩影。
郑州海关驻经开区办事处主任蓝磊
介绍，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自2012年
承建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
点以来，业务量、进出口货值、纳税
额、参与企业数量等各项指标始终
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跨境电商
发展的风向标。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骄人
的成绩背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模

式创新是关键支撑。近年来，河南保
税物流中心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探索：全国首创1210通关监管模
式，并在全国得以推广；“关检三个
一”“查验双随机”“跨境秒通关”等举
措，成为行业临帖的模板，被誉为跨
境电商领域的“郑州模式”。

创新驱动发展，郑州 E贸易已
经成为我省的一张靓丽名片。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常务副总裁晁宁告诉
记者，目前，河南保税已吸引入驻备
案企业1359家，搭建起跨境电商较
为完善的产业链和生态链。进口
商品来自全球55个国家，出口商品
发往77个国家，通关效率达到每秒
500单，并取得了“累计单量破亿、
税款破十亿、交易额破百亿”的好
业绩。

令人更为振奋的是，随着河南
自贸试验区、郑州跨境电商综试区、

经开综保区“三区叠加”效应的释
放，“买卖全球网”、“贸易单一窗口”
的上线运行，以及 E贸易全球智能
物流分拣分拨中心的投用，郑州 E
贸易发展将步入新的“提速期”。按
照计划，今年，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跨
境电商进出口单量、交易额有望突
破1亿单和100亿元。

跨境电商大潮涌，在不断创新
发展中，郑州E贸易已敲开了“买全
球、卖全球”的大门，一个全球网购
商品的集疏分拨中心已芳容初现，
摇曳生姿。①1

“网上丝路”让“买卖全球”更便捷

6月6日，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内，“小红书”郑州保税仓的工作人员正在包装进口商品。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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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汝南县双语学校高考考点，工作人员在检查即将在高考中
使用的考场监控系统，确保2017年高考顺利进行。⑨7 孙凯 摄

警方严打作弊涉考犯罪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今天上午，
我省 86.58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接受检
阅，拉开了今年的高考大幕。今年我
省考生较去年增加 4.53万人,考生总
数仍为全国第一。

今年全省共设考点 705个，考场
24599个，考生及涉考工作人员近100
万人。高考期间，公安、工信、卫生、电
力、保密、交通等部门全力为考生保驾
护航。

为帮助考生顺利应考，6月 6日，
省招办通过“人文高考”“顺畅高考”

“爱心高考”“安静高考”“诚信高考”等
关键词发布高考温馨提醒。

“人文高考”，即呼吁考生家长以
从容的言行给考生以安定感，以平和
的心态给考生以宽慰，不要让过多的
叮嘱和过度的关爱增添考生的压力，
把轻松留给考生。

“顺畅高考”，即呼吁各单位车辆
以及私家车辆尽量减少外出、错峰出
行，尽量改用公共交通或步行；接送考
生的车辆在指定地点停放，其他车辆
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道路，把畅通留给
考生；考生若忘带准考证，可立即向公

安干警求助，公安干警将在第一时间
帮你取回；公安机关将对轻微的违规
送考车辆实行交通优待，登记后予以
放行。

“爱心高考”，即社会各界用各种
方式关爱考生，助力高考平安。省卫
生计生委要求各级卫生部门做好高考
期间的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共青团郑
州市委等联合主办了第八届“志愿服
务高考爱心助力学子”志愿服务活动；
郑州等地公交公司设立了考生待考休
息点；6月 7日、8日，考生及陪同家人
(每名考生可带两人)可凭高考准考证
免费乘坐郑州地铁。

“安静高考”，即呼吁考点周边的
相关单位和居民不要发出过高声响；
经过考点的车辆不要鸣笛；考点周边
的施工工地要暂停施工或尽量降低噪
音，商业网点不搞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或高噪音的庆典活动。

“诚信高考”，即呼吁考生要严格
遵守《考场规则》，诚信应考，杜绝作弊
舞弊行为。省招办提醒考生，有人售
卖高考试题或答案是骗局，请广大考
生和家长切勿上当受骗。③7

八十余万学子今朝考场逐梦

关注2017高考

6月5日，焦作市解放区组织爱心志愿者启动了“爱心送考”服务活
动，组织 100余辆私家车组成爱心送考车队，免费接送考生，全力护航
高考。⑨7 李良贵 摄

护航高考 助力梦想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 6日，
省公安厅下发通知，对全省高招安保
工作进行再部署，要求公安机关进一
步强化安保措施，严厉打击高考作弊
涉考犯罪。

省公安厅要求，对涉考违法犯罪
要坚持“零容忍”，凡涉考案件，一律做
到“五个到位”，即涉案成员全部抓捕
到位、所有作弊设备收缴到位、违法犯
罪活动打击到位、违法场所清查到位、
涉及的教职员工等公职人员以及学生
家长处理到位。

高考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将加强
每个考点及周边地区警力部署，提升
社会面巡逻防控等级，在网上开展24
小时网络巡查，加强对重点涉考类网
站、贴吧、QQ群、微博和微信的管理。
此外，在考点门口设立临时警务室，第
一时间处置考生家长的求助报警，为
遗失身份证件又来不及办理的考生提
供临时身份证明。

当日，省公安厅通报了近期侦办
的6起涉考案件，共摧毁5个“助考”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 月 6 日，
记者从河南省测绘援疆工作座谈会上
获悉，为进一步推动新疆测绘地理信
息事业发展、数字城市建设以及安全
需要，由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协会牵
头，我省将组织部分资质等级高、有爱
心的测绘单位开展“中原测绘援疆”活
动。

此次援疆测绘的主要任务为哈密
市所辖的伊吾县、巴里坤县两个县域的
1∶500、1∶1000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工作。测绘工作涉及的部分地区海拔
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昼夜温差较大，
气候干燥且风沙大，生活和工作条件较
为艰苦，且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各参与单

位承担。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14家测
绘单位自愿报名参加。

据悉，活动将成立援疆测绘突击
队，由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总体负责，
省测绘工程院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技
术设计、组织协调、进度监督、成果质量
督查、数据汇总、成果移交等工作。突
击队下设三个中队，由省遥感测绘院、
省地图院、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分别负
责三个测区的项目管理，负责任务的进
度、技术和质量。

此外，新天科技等8家企业将对此
次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此次测绘工作
计划于 6月下旬启动，8月中旬完成成
果移交。③7

我省开展“中原测绘援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