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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8 月 21日 21时 36分，一
列中欧班列缓缓驶出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终点站
是德国慕尼黑。这是中欧班列（郑州）新开通的郑
州—慕尼黑线路，该线路覆盖德国南部及南欧、中欧
地区多个国家。

“此前我们一直运行的是郑州—汉堡路线，货物在
汉堡分拨，再集疏至各地，运输成本较大，现在开辟郑
州—慕尼黑线路，运输成本会下降不少。”郑州国际陆
港公司一位关务经理介绍，“‘火车拉汽车’已经是中欧
班列（郑州）的一张名片，慕尼黑地处德国南部，是德国
工业集聚区，宝马、保时捷、奔驰、博世等知名企业均位
于该区域，郑州—慕尼黑线路的开通对中欧班列货源
开发也较为有利。”据了解，9月5日郑州—慕尼黑线路
回程班列将开通，届时，将有更多的德国品牌汽车以及
名牌产品搭载中欧班列（郑州）进入中国市场。

据悉，为保障郑州—慕尼黑线路顺利运营，郑州海
关提前了解企业需求，做到“优先办理、优先验放、优先
出区”，全力保障班列顺利、快速运行。截至 8月 14
日，郑州海关今年已监管班列 219班，集装箱 19164
个，货运量11.62万吨，货值72.56亿元。③5

另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晶晶）8 月 21 日下
午，8000套空调搭乘35节集装箱列车从郑州圃田车
站始发前往江西南昌。这是郑州铁路局为客户“量身定
制”的货运产品，也是该局深化铁路货运改革、优化货运
产品的一个缩影。

“一带一路”建设为河南打造国际物流通道网络和
国内集疏网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国家汽车整车进口
口岸、进口肉类口岸、全国邮政口岸、进境粮食指定口
岸等相继落地郑州。

据悉，郑州铁路局在稳定“西进”通道中欧班列（郑
州）开行的同时，积极打通“东联”通道，相继与黄岛港、连
云港、青岛港等达成合作协议，通过发展海运箱“上路”和
铁路箱“下海”业务，促进港口与内陆城市的双向对流。

此外，为加快河南自贸试验区“多式联运”物流一
体化建设，郑州铁路局建设快速货物运输集疏平台，开
发特需货物列车、中欧班列（郑州）、中亚班列、铁水联
运班列、大宗货物直达班列等货运服务产品，构建以郑
州为主要节点的东联西进物流运输通道。

在稳定开行中欧班列（郑州）、中亚班列的同时，郑
州铁路局还陆续开行了圃田至广州、圃田至昆明、圃田
至成都、圃田至贵阳、圃田至乌拉泊等特需货物列车，
推出全路首个“内贸+外贸”混合编组阶梯式的物流运
达模式，积极打造铁路“公交化”运输新枢纽。

同时，郑州铁路局还着力搭建全品类运输、多种运
输方式高度集成、特色运输产品效果显著的货物运输集散平台。大力发展自驾
游业务，开通圃田至海南、圃田至新疆、圃田至重庆等汽车运输班列，车主办理好
手续后，可选择乘坐火车或飞机前往目的地，并在指定车站取车，总体费用也比
自驾游便宜。③6

本报讯（记者 屈芳）现代物流业、
旅游业、酒业都是河南具有独特优势
又急需转型升级的产业。8月22日上
午，省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集中讨论研究现代物流业等三
个产业转型发展工作，强调要以“钉钉
子”精神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抓好落
实、务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河
南产业转型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现代物
流业转型发展规划》和冷链物流、电商
物流、快递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现代物流业是河南建设现
代服务业强省着力打造的主导产业之
一。推进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首先
要突出“转”的重点，选取河南最具比
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冷链物流、电商

物流、快递物流作为主攻方向，以重点
突破带动全面提升。其次要坚持企业
带动，一手抓本地企业培育，一手抓外
来企业引进，通过“两手抓”，培养引进
一批有实力、有影响、有品牌的大型物
流企业，带动引领产业加快发展。第
三要创新多式联运，依托河南区位交
通优势，着力在平台建设、标准制定、
体制理顺、监管创新上率先突破，探索
多式联运的“河南方案”，为构建现代
物流体系夯实基础、提供支撑。

会议对现代物流业“转”的布局和
目标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围绕
建设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的战略定位和
打造全产业链现代物流强省的战略目
标，加快构建以郑州为中心、区域物流
节点城市为支撑、城乡分拨配送网络

为基础的“一中心、多节点、全覆盖”的
现代物流空间网络体系，力争通过 3
至 5年的努力，将现代物流业打造成
为全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支柱性、地
标性产业，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地位基
本确立，覆盖全省城乡的物流网络体
系基本形成。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旅游产
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会议指出，旅
游业的产业关联度高、辐射牵引力大、
综合带动性强，是最具潜力的朝阳产
业、最具效益的优势产业、最具环保的
绿色产业，省委、省政府对旅游业的发
展高度重视。当前旅游业发展越来越
呈现出“消费大众化、需求品质化、发
展全域化、产业现代化”的趋势，下一
步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要围绕“调结

构、转动能、固优势、补短板、破瓶颈”
的要求，坚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
融合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抓好旅游
服务、旅游交通、旅游品牌、旅游产业、
旅游管理的五大提升工程，推进旅游
与文化、科技、城镇、农业发展相融合，
力争到2020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量达到9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
万亿元，更好满足旅游进入大众化时
代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了《豫酒转型发展
行动计划》和关于促进酒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事项。

省领导翁杰明、刘满仓、段喜中、
徐济超、王铁、张维宁、舒庆、徐光、戴
柏华、张广智出席会议。③5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
讯员 张书勇 岳正伟）“我们已经从孟
楼、腰店、桑庄等乡镇流转了1万余亩土
地作为杂交小麦制种基地，今年秋季即
可播种。”8月20日，邓州市农业局局长
马黎升高兴地说，“这标志着全国首个杂
交小麦产业化基地正式落户邓州。”

今年3月8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和邓州市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建设
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的合作协议》，在
邓州市建立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包
括建设研发中心、试验站和种子检测
加工站，育种示范区300亩，制种基地
1万余亩。

邓州是全国 50个商品粮基地县
（市）之一，是全国农技推广农业科技

试验示范基地，每年繁育良种5000万
公斤，建立了良种繁育、良种推广、质
量检测、仓储加工四大体系。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高华表示，邓州
处于南北麦区交叉过渡带，具有辐射
全国各主要麦区的潜力。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开展的杂交小麦不育系鉴定、
组合选育、制种中试等研究结果表明，

邓州独特的气候特征可完全满足小麦
杂交品种的制种要求，制种产量与种
子质量均明显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

小麦是世界上唯一还没有突破杂
交品种产业化瓶颈的主要粮食作物，
小麦杂交品种产业化是“十三五”期
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之一。杂交小麦
育种专家赵昌平说，预计到“十三五”
末，邓州市可建立良种繁育基地20万
亩，可在全国推广杂交小麦 500万亩
以上，对我国小麦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并将有力推动种业发展，带动当地就
业和农民增收。③5

中
欧
班
列
（
郑
州
）
首
开
郑
州
至
慕
尼
黑
线
路

多
式
联
运
产
品
优
化
升
级

我
省
现
代
物
流
业
再
发
力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现代物流业旅游业和酒业转型发展
审议通过《河南省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规划》《河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行动

方案》《豫酒转型发展行动计划》等

我国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落户邓州

“右玉精神”的接力传递
2015年 1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座谈

会，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畅谈交流“县委书记
经”。座谈中，总书记同大家讲起了山西右玉县委一任接着一任带领
人民群众治沙造林的故事，要求大家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像
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05│时事

应时顺势，对推进新
型城镇化具有全局意义

“十三五”时期，河南是全国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深刻把握发展规律和阶段特征，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立足河南发展实
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
张牌”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
河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
必然选择，更是现阶段河南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促进河南新型城镇
化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11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根据国际城镇化的实践经验，目前

河南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2016 年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48.5%，2017年将突破50%的重要转折
点，这也意味着河南将实现由乡村型社
会向城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以
城市社会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与此
同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
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大量农业转
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
滞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城镇体系不完善，郑州一城
独大，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市发展滞
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不强；自然文化历史遗产
保护不力，城市建设缺乏特色，等等。

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史看，城镇
化从大城市开始、以大城市为主导以至
于“城市病”频发，而广大的中小城市尤

其是县级城市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承载力
严重低下。河南和全国一样，城镇化发
展也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这就决定
了河南既要加快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提

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要通过加快中
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市建设，优化城镇
体系，强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
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更好地发挥城镇化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功能和作用。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从河南实际出

发，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把中小城市
尤其是县级城市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重点，着力打造县级城市作为城镇化
的载体和平台，推进农村人口向县级城
市转移，不仅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发展速
度，而且将大大提高城镇化质量，并由
此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
多矛盾和难题，符合城镇化发展的一般
规律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和
未来趋势。

2具有中国特色河南特点新
型城镇化的有益探索

城市是工业化的载体、信息化的平
台、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在促进“四
化”同步、城乡一体发展中具有重要辐

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
市处于城乡接合部，既是城市功能辐射
的节点，也是产业人口集聚的平台，还
是公共服务保障的枢纽，对于河南这样
一个传统的人口和农业大省来说，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但从河南实际看，由于种种原因，
长期以来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投
入偏少，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全省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体系不完善、城
镇化发展过度依赖大城市，资源环境约
束加剧等问题。因此，河南推进新型城
镇化不能“照葫芦画瓢”，而要深刻认识
和把握河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探索走
出一条生态型、融合型、适度型、集约
型、高效型的城镇化路子，为全国同类
地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借鉴。

(下转第六版）

百城提质百城提质：：为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探径寻路为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探径寻路
□河南日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

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镇化发展水

平较低、质量不高仍然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表现，中小

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承载力弱、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主要症结所在，也

成为制约发展的最大短板。为此，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实施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全面增强县级中小城市综合承载能力。8月 12日，全省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工作推进会又将这一路径进一步明晰，明确提出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是转型发展的引领工程，又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工程，还是文明建设的基

础工程，要求做好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

章。省委省政府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有力抓手，把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市作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载体和平

台，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河南特点的新型城镇化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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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郑州南水北
调生态文化公园中原西路
段，树木葱茏，景色宜人。该
公园总长度61.7公里，总面
积近25平方公里。目前，高
新区段已全部建成，中原区、
二七区、管城区段计划年底前
建成开放，航空港区段大部分
区域已开始施工，未来郑州的
生态景观将越来越美丽。

该项目采用“海绵城市”
的设计理念，最大限度地实
现雨水的积存、渗透和净化，
促进了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生态公园
景色宜人

详见08版

诗与画的新郑州 你和我的园博园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会9月29日开幕，

持续至2018年5月闭幕
新闻发布会8月29日在郑州M酒店举行

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