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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项目的入驻、产业的集聚，为郑州
国际物流园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的话，
那么，发达的多式联运体系，则是郑州国际物
流园区有序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郭宏力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全面融入“四
港一体”联运体系，着力发展公铁、公海、陆空等
多式联运，强力打造与航空港、铁路港及出海港
高效衔接、优势互补的现代综合物流公路港。

“目前，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已培育 13家
物流企业承接航空、铁路货运中转集疏及跨
境电商等快件分拨配送业务，日进出快件量
达到126万单，年处理量达到5.2亿单，服务

范围已辐射全国38个重要物流节点城市、30
个沿海港口，已初步形成全省最大的快件分
拨配送基地。”郭宏力如是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郑州国际
物流园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95亿元，
年均增长47%；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580
亿元，年均增长76%。

目前，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已成为郑州市
乃至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代表性和集聚
体量最大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位于郑州航
空港、国际陆港中间连接区域，形成了“铁公
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

“下一步，园区将强力推进多式联运发展，

依托平台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物流公路港。”
郭宏力说，园区将积极构建物流公共信息服
务、物流电子政务、物流电子商务、电子物流四
大智慧物流平台，积极打造省、市级现代综合
物流公路港共用信息平台，形成商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和票据流“五流合一”的良好发展
态势；与此同时，积极承接郑州航空港、国际陆
港、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业务，与连云港、青岛港
等沿海港口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信息平台
的端口连接、资源共享，承接全国配送业务。

现代物流产业集群的培育壮大、多式联运
体系“乘数效应”的日益释放，必将托起郑州国
际物流园区成为一座现代智慧物流新城。8

□郑州观察记者 王延辉 本报通讯员 周杰

借综合交通枢纽之利，携海铁公空“四

港一体”多式联运体系之便，郑州发展现代

物流业、建设国际物流中心正演绎出一个

又一个精彩“故事”。而在众多“故事”之

中，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无疑是其中浓墨重

彩的“章节”。

每天凌晨，人们都在熟睡的时间，郑州

国际物流园区的快递物流园内，顺丰、“四

通一达”、宅急送等快递企业迎来一天最繁

忙的时段，来自郑州机场的国内外航空快

件、来自国内各大城市的公路快件在这里

分拣分拨，旋即送达郑州及周边省市客户

手中……

物畅其流、货通天下。近些年来，全省

唯一一个以现代物流为主导产业的省级产

业集聚区——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按照“四

港一体、多式联运”的总体思路，积极抢抓

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经开综合

保税区“三区叠加”的重大战略机遇，着力

打造高效衔接航空港、铁路港及沿海港口

的现代综合物流公路港和以总部经济为主

要标志的智慧物流新城，与郑州航空港、国

际陆港形成“铁、公、机”联动发展、优势互

补的大物流产业链，成为引领带动河南大

物流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7月 28日，记者走进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普洛斯物流园的康信医药物流中心，一字排
开的 9个分拣口格外醒目，1万多平方米的
仓库内，6-8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所有分拣
工作，日订单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000单。

作为普洛斯物流园内唯一的医药物流
企业，康信医药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把药
品仓储直接前移到医院内，减少了中间环
节，做到适时保障医院供应。

康信医药可以说是入驻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内众多项目的一个代表，园区从 2010
年成立之初，就紧盯行业前 5 强，国内 500

强、世界500强企业，优中选优进行招商，截
至2016年年底，入区运营企业达到416家。

为了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资源
集约利用，形成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和规
模效应，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在建设中对物
流业进行了专业化、细分化，谋划了 10 个
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精品“园中园”，包括
电子商务及快递物流园、冷链物流园、生物
医药物流园、保税物流园、时尚物流园、钢
铁物流园等。目前 10 个精品“园中园”已
全部实现开工，企业布局基本完成。截至
目前，累计签约现代物流项目 78 个，协议
总投资 400亿元；建成投产 23个，建成仓储

面积 400万平方米，通过二次招商引进现代
物流企业109家，现代物流企业入驻总数达
到 187 家。亚洲最大的物流设施提供商普
洛斯及丰树、安得、招商局、嘉里、日通等世
界 500 强物流企业，投资 30亿元的京东集
团“亚洲一号”项目，“四通一达”及顺丰、宅
急送等全国快递行业龙头企业，全国最大
的冷链物流企业——总投资 16亿元的众品
冷链等一大批大型高端物流项目先后落户
园区，其中顺丰、德邦、康信等企业年营业
额均已超过 20亿元，京东、九州通等企业营
业额计划超过 90亿元，以总部经济为主要
标志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初步构建。

“园中园”壮大产业集群A

□郑州观察记者 何可 陈冠男
本报通讯员 宋茵

“看我们的桂花街！”7月19日，记者在
高新区桂花街釆访时，看到一商户正在微
信朋友圈内晒一组街景照片。

让商户自豪的这条桂花街，其实不足
600米，但却曾经是高新区有名的乱点，商
户突店经营，私搭乱建，人行道破损、架空
线零乱、垃圾、小广告等问题突出。特别是

学校附近上学、放学高峰期占道经营、占道
停车严重，几乎将整条街堵死……居民意
见很大。

而如今，经过改造的桂花街焕然一
新。沥青路面和人行道砖干净平整，各种
空中线缆被清理或绑扎整齐，路南，所有沿
街门店从一层到三层的墙体统一换上了米
黄色的铝塑板，门头店规范有序，由于有路
长巡回检查和商户在朋友圈互相监督举
报，无一家突出店外经营现象。人行道上

设置有阻车桩，杜绝了占道停车，门店外人
行道畅通无阻。路北侧，粉刷后的围墙还
镶嵌了一块块黑底红字的历代名家书法作
品。

高新区精细办主任吴即发介绍，在郑
州支路背街改造工作中，高新区把桂花街
纳入全区2017年需要改造的 35条道路之
一，着力把这个乱点打造成精品示范街。
从4月起，管委会出资1100余万元，由高新
区精细办牵头对桂花街进行了包括道路铺

设、人行道整治、线缆入地、外立面粉刷、门
头牌匾整治、违法建筑拆除、饭店油烟净化
等内容的全方位改造，彻底改变了这条街
的面貌，受到附近居民和沿街商户们的称
赞。

目前，在实行路长制管理的基础上，高
新区精细办拟在商户中开展流动红旗评比
活动，每月对沿街的商户卫生状况等进行
一次评比，产生两面流动红旗，对每家红旗
商户奖励1000元，调动商户维护环境卫生
的自觉性。同时，每月评出两面流动黑旗，
在商户中倡树文明经营光荣、占道经营可
耻的理念，确保桂花街改造成果能够长久
保持。8

看高新区如何打造精品示范街

□郑州观察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宋茵

7月 31日，走进群山环抱中的巩义市小
关镇封门沟社区，站在高处眺望谷地，一个崭
新的农业生态园已初具规模。占地100亩的
核桃树长势喜人；50亩优质葡萄已然成熟；
石榴园、梨园除了已经挂果之外，树下还散养
着几千只鸡、鹅、山羊等家禽家畜，它们自由
的在林间觅食、嬉戏。果农笑开了颜，他们告
诉记者，农业园马上就要进入收成阶段，这几
天正忙着联系市里各个超市、菜市场。

谁能想到，这片农业园林的前身是一个
植被裸露、尘土飞扬的废弃采石矿区。“咱们
现在站的地方啊，都是后来垫起来的！不容

易着呢！”说到这个，在园林中侍弄瓜果的村
民李大爷不无感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
明白他们是干啥的，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是为
了村民好啊！”

李大爷口中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河南
辰夏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基于骨料开采
的综合型企业。

骨料是混凝土的主要原料，其开采过程
却往往伴随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辰夏实
业总裁岳涛在2015年提出了“矿山修复+”的
新理念。以后采矿型企业要走的，是一条与
以往截然不同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矿区，周围山上的绿色植物也都干干
净净，以往大家印象中的“满树尽带灰尘甲”
的景象全然不见。“一边开采、一边规划、一边

修复”的绿色矿山理念得到严格执行。岳涛
说，开采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可以经过后期专
门的养护来恢复它的地质原况。为此，他成
立了裕民种植专业公司，负责修复和打理被
破坏的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在开采过程中，他设想根据地形地貌来规
划矿坑的后续发展之路。“宜农业则农业，宜旅
游则旅游”，规划和开采同时进行，这样，开采
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了农业生态种植基地和旅
游景区的初步建设过程。等到开采工作收尾
之时，农业园和景区也就可以初见雏形。

“现在，在农业园工作的多数都是当地的
村民。”辰夏集团下属子公司裕花谷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的运营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旅
游开发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吸纳附近两

个村的劳动力不成问题。”
该负责人向记者详细的展示了景区规划

图。“村民原本的房屋将会改建成旅馆、民宿，
让他们自己去经营……”“我们既然采了他们
的矿，就要给他们留下一个造福子孙的’金饭
碗’。”

“矿山披上绿衣后，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
掌声。”小关镇党委书记白东升说，好山、好
水、好空气等自然要素同样可以成为有市场
价值的生产要素。据了解，巩义积极实施“矿
山复绿”工程，一座座被破坏的青山正在得到
修复，层层新绿给群山披上“新装”，构建起

“谁开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投
资、谁受益”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长效
机制。8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李林 通讯员 李绍光）
7月 25日，位于新华路的空气监测站建成，这是新
密市投入运行的第4个大气污染全民监控场所，敞
开治污大门，污染情况公开，人人参与监督是该市
防治污染挥出的一记重拳。曾经是资源强县的新
密，背负着沉重的污染包袱。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新密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加强宜居宜业城市建设，高起点、全方位，刨根
堵源防治大气污染。

刨根狠治是新密的重要特色。今年初，新密成
立市防治攻坚领导小组，书记、市长任组长，各辖
区、各部门多次展开拉网排查，刨根问底，深挖污染
源。对工业企业，一律取缔燃煤锅炉，改用天然气，
该市三大传统产业之一的耐材，354家全部整改到
位，572家“小散乱污”企业全部取缔。

查源堵源是防治的重要举措。针对油气污染
难治的特点，新密市20个部门联动，逐一查处，各个
击破，目前，全市95个加油站全部达标，怪味刺鼻的
现象彻底消失了。对餐厨油烟进行专项治理，架设
油烟专用通道，清洗净化装置，1000多家饭店全部
整治到位。

推广电替代，气替代，用清洁能源替代原煤是
该市生产生活的又一次革命。改善环境必须治煤
污，于是市政府出台了30多项举措，铁腕治煤成为
今年春夏的主旋律。经过千余名干部的不懈努力，
该市 30多家散煤场关闭，20多个较大民用锅炉拆
除，终结了新密2000余年用煤的历史。经过综合治
理，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得到彻底根治，新密的天
蓝了，空气清新了，连续两年空气质量名列全省县
（市）前茅。8

新密

刨根堵源防治大气污染

中建七局

18项责任清单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何可 通讯员 王笋
李艳志）“工作内容、质量标准、完成时限、问责情形
和处罚条款”等一目了然。最近，中建七局党委开
具了18项责任清单，压实局党委书记、党委常委、领
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喜迎
党的十九大。

为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切实履
行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中建七局党委研
究制订了《中建七局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一岗双责”实施细则》，开具18项责任清单，划分
局党委、纪委和领导班子成员的三大责任范围，明
确局党委书记、常委、领导班子成员的五项责任内
容，采取抓责任落实、宣传教育、监督检查、领导示
范、考核运用等五条保障措施，列出违反或未正确
履行工作职责的七种问责情形，提出批评教育、书
面检查、诫勉谈话等处罚条款。

中建七局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细则》拉
出了责任清单、划定了硬杠杠，将进一步增强领导
班子成员的责任意识，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据悉，该《实施细则》要求中建七局党委常委以
及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持“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既要抓好业务工作，也要抓
好分管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工作，做到指导、
研究分管系统、部门和联系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
与分管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同考核”。8

康平小学

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创佳绩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陈冠男）7 月 18 日，
2017年全国软式棒垒球夏令营暨全国软式棒垒球
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吸引了来自20个省（市、
自治区）的149个参赛队共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
经过几天的激烈角逐，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小学代
表队斩得佳绩，荣获五六年级手套组冠军，三四年
级全国第六名、二等奖。其中，队员赵子昊、邢家
瑞、邢家瑄荣获最佳防守奖，杜子瑜荣获优秀运动
员奖，杜一哲老师被评为最佳教练员和优秀教练
员。

据了解，郑东新区康平小学2011年就组建了软
式垒球队。2012年郑东新区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
命名为“国家级软式垒球实验基地”，郑东新区康平
小学随之成为“国家级软式垒球实验学校”，成立
软式垒球社团，并于2014年开始实施软式垒球校本
课程计划。

作为郑东新区棒垒球运动特色学校，康平小学
软式垒球场地设施完善，拥有教学经验丰富的体育
老师和专职教练，每年都举办一次校内联赛，全校
师生都共同参与其中，软式垒球活动现已成为该校
学生主要的课间活动内容。

软式垒球运动在康平小学的良好发展与该校
完善课程体系、促进社团发展的课程改革措施不无
关系。据该校校长付海英介绍，为促使学校特色发
展、教师专业发展、学生个性发展的和谐统一，学校
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开发了软式垒球、剪纸衍纸、啦
啦操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社团课程，旨在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陶冶学生情操和培养学生的个性特
长。8

壮大产业集群 发展多式联运

郑东南崛起智慧物流新城

多式联运成就“物畅其流”B

快递货物分拣好之后准备出区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着力引进现代物流总部经济项目。图为京东智能物流分拣分拨系统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云集着众多的世界知名的物流企

业。图为普洛斯物流园

废弃矿山焕新颜 恢复植被成美景
巩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