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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200亿元！我
省“空中丝路”建设再获资金支持。8月
23日上午，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现代
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共同成立中原丝路
基金，聚焦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
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四个方面，总规模200亿元。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卢

森堡首相贝泰尔时指出：“要深化双方在
‘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和产能等合
作，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
绸之路’。要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人
文交流，提高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

总书记的这一指示为我省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8月 17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提出将“空中丝路”打
造成为引领中部、服务全国、联通欧亚、辐
射世界的空中经济廊道；8月21日，省委
常委会研究推进郑州—卢森堡“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

“随着建设项目陆续展开，需要进一
步加强产融结合，为企业、项目发展创造
更有利的条件，中原丝路基金应运而
生。”河南航投董事长张明超说，该基金
为我省加快“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注入了
新鲜的金融血液、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悉，中原丝路基金总规模200亿
元，首期100亿元，期限15年，由河南航
投、中航信托和现代服务业基金各认缴

10亿元份额，基金管理人认缴1亿元，其
余份额由金融机构认缴。多元化投资于
包括机场建设、临空产业园、物流园区等
在内的基础设施，以及民航相关产业、贸
易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具有良好发展
前景的企业和项目。

与其他基金成立不同，中原丝路基
金在成立当天就达成了重点项目的合作
意向，包括河南本土合资货航项目、阿维
亚飞机租赁项目、航空经济服务中心项
目等，均在仪式上进行了现场签约，总额
约105亿元。

其中，合资货航项目是郑州—卢森
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延伸，按
照规划，合资货航投运后将充分利用航

权组合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开
发政策，打通连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航
空物流通道；阿维亚融资租赁（中国）公
司与俄罗斯航空公司签署的飞机租赁项
目，填补了河南专业飞机租赁市场的空
白，成为我省通过资金融通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典范。

“基金发起者的背景及行业特长，确
保了该基金在项目筛选和投资运作方面
的专业能力。”中央党校教授赵磊表示，
中原丝路基金的成立，契合国家“一带一
路”和“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投融资需
求，为河南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架起
资本桥梁，加快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
新合作的培育及发展。③3

□丁新伟

对于正向“买全球卖全球”目标奋勇

进发的河南而言，前进的步伐将因给力

的最新政策悄然加快。省委常委会原则

通过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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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新常态下，现代物流业对调结

构促转型、培育新动能、推动开放发展，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优越的地

理位置，则是现代物流业的“母港”。“一

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加快建设的米字

形高铁网，基本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

体的空中通道……区位交通优势日益凸

显的河南，三到五年时间内把现代物流

业打造成为全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支柱

性、地标性产业，基本确立现代国际物流

中心地位，基本形成覆盖全省城乡的物

流网络体系，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精准突破，势如破竹。今年上半年，

全省进出口贸易总值达2104亿元，同比

增长 17.1%；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 6085

亿元，同比增长22.9%；网络零售额1206

亿元，同比增长30%；今年1月至7月，郑

州机场客、货运量在中部机场中实现“双

第一”……靓丽的河南经济最新业绩报

表中，现代物流业之所以功不可没，就在

于我们以多式联运为突破口，不断完善

物流支撑体系。开行班次全国前三、载货

量全国领先的中欧班列（郑州），新开通郑

州—慕尼黑线路，货运成本因此下降不

少，中国产品和欧洲产品有了更多市场；

基本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一点连三洲，一

线串欧美”的航空国际货运网络；国际路

港“一干三支”多式联运项目入选国家首

批示范工程……当日益发达的多式联

运，让“物畅其流”的壮美图景在中原大地

徐徐展开，现代物流业自然风生水起。

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我省多

式联运虽然成绩斐然，但是依然存在着

交通运输方式衔接不畅、一体化运输组

织水平不高、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

“一单到底，物流全球”，需要高效的物

流体系支撑，从而降低物流成本、保障

产品质量、提供便捷服务、提高运输效

率。发力多式联运，织就一个优势互补

的立体运输网，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如

虎添翼。

洞察大势，驾驭大局。当前，发展多

式联运以抢占现代物流业的制高点，是

一个竞相前往的“风口”，激烈的竞争接

踵而至。创新多式联运，依托区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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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风口”的我们

才能飞得更高更远。2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8月 23日，
喜讯从信阳市环保局传来：截至 8月 22 日，信阳全市
PM10平均浓度为88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6微克/立
方米；PM2.5平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4微
克/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达到174天，同比增加9天。
三项指标稳居全省第一。全市11个河流水质断面整体
达标率为 90.9%，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五月份以来，信阳连续3个月获得省生态补偿金
共计2269万元，奖励总额全省居首。

6月23日，信阳以88.82分的综合评分，第九次荣登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名列第三。信阳市委书记乔
新江说：“护卫信阳山水我们有决心，更有恒心！我们的
目标明确：一定要让青山绿水为老区人民造福，为美丽河
南建设添彩、加分！”

信阳山好水好，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多年来，信阳始
终坚持“护卫生态优势不动摇”的理念，多措并举、持续发
力，呵护这方山水。他们未雨绸缪，2016年，邀请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来信阳把脉问诊，提出了治污攻
坚48项重点任务和97个重点工程。

于是，55家重点企业的排放被强制治理；527台燃煤
锅炉、燃煤大灶、经营性小煤炉被取缔；39家民用散煤销
售点被关闭。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1415家，淘汰拆解
黄标车1441辆，取缔黑加油站 195家，275家不达标餐
饮服务场所整治完毕……对扬尘污染严重、整改不力的
建筑工地，立即责成停工整改，并依法对参建单位和相关
责任人进行处罚。今年以来，该市共下发整改通知书
268份，停工通知书 342份，约谈参建单位 162家，立案
查处施工企业6家。

同时，在全市170个 1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
地安装监控设备并联网，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为全
部渣土运输车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引入1540个“蓝天
卫士”电子监控站点、10个监控平台，严格管制焚烧污
染，新建 14个县级空气监测站并全部与省中心平台联
网，建成21家城市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总投资达11
亿元的20个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全部开工，城市天然气
和以电替代煤取暖的集中供热供暖工程稳步推进，全市
136条城市道路全部实现机械化清扫、洒水。

他们还将全市划分为5881个末端网格，完善市、县、
乡、村四级网格化管理，设置网格长和网格员、巡查员、监
督员，在所有工地落实“三员”管理。多个现场巡查组、综
合督导组日夜巡查，监督整改并严厉问责，先后有37人
因环保问题被追责。

信阳市市长尚朝阳表示，保护信阳良好的生态禀赋
是神圣职责，只有铁腕治污，持续发力，才能使信阳的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③3

□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何蔚

8月 23日，记者站在渑池县洪阳
镇柳庄村的山头，美丽的田园风光尽
收眼底：山坡上层层梯田，果树葱茏；
笔直的水泥路直通村落，清澈的畛河
倒映着青山；岸边，蔬菜大棚一字排
开，村旁，老人在健身器材上舒展筋
骨。昔日有名的贫困村，如今成为“全
国文化生态村”。

近年来，三门峡市坚持围绕脱贫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和充足的
动力支撑。2016年该市超额完成各
项脱贫任务，已有 9718 户、34075 人
实现精准脱贫，有35个贫困村实现整
体脱贫，柳庄村就是其中之一。

让党旗飘起来
在卢氏县西南山区的双槐树乡，4

位“郭书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事迹
正广为流传。4个贫困村的党支部书
记郭少林、郭青海、郭天军、郭建超，带
领群众种植香菇、天麻、猕猴桃、茶叶，

修建山区公路，发展特色旅游，赢得广
大群众称赞。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
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三门峡市通过完
善扶贫帮扶机制，开展农村党支部“五星
争创”活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支
部、选优管好农村党支部书记、组建脱
贫攻坚“小班子”等措施，努力实现“一
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目前，全市建立“脱贫小班子”323
个，骨干人员 1960多人；调整不称职
村党支部书记92名，调整村“两委”干
部112名。全市各级党组织共建立民
生问题台账17.1万个，记录群众住房、
出行、饮水、低保等民生问题 20296
个，已解决17229个。

让服务活起来
在脱贫攻坚中，卢氏县积极探索

“党建+电商+扶贫”工作法，各乡镇党
委、村党支部引领培育了一批特色优
势产业，线上线下销售各类农特产品
达 3000余万元，辐射带动 1370余人
就业，（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国际出版成果展示会 23
日在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 2014年 9

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

反响，目前已出版21个语种，累计发行
642万册，发行到世界 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

习近平重要著作《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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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丝路基金正式成立
200亿元资金为“空中丝路”注入金融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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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铁：疾步迈向300公里时代
02│要闻

探索多式联运的“河南方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国际出版成果展示会在京举行

8月23日，在夏邑县
产业集聚区河南华鹏棉
业集团的棉纺车间，纺织
女工仔细地监测着每一
根线。该企业是夏邑县
近百家纺织服装加工企
业中的龙头企业。近年
来，夏邑县不断提升产
业集聚区和城市互动发
展的融合度，区内道路、
供水管网、服装检验检测
中心以及公交、教育、医
疗等配套服务功能日臻
完善，促进了城市与产业
建设的快速发展。⑨7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产城融合
互动发展

崤函大地党旗红

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
组 织 篇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让一群消
防机器人“听懂”人话，在一名操作员
的语音指令下完成灭火、侦察、防爆等
工作；自动生成试卷、自动评分、自动
生成考试分析报告，对学生掌握的知
识点进行个性化评估；在法院辅助审
判员生成庭审笔录，帮助解决我省“案
多人少”的困难……8月20日，一位工
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科大讯飞人工智
能技术在我省落地的各项成果。

“从2015年起，科大讯飞先后在洛
阳、郑州等地设立了洛阳语音云创新研
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司。”科大讯
飞河南公司总经理尹大海告诉记者，河
南是科大讯飞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重

点省份之一，目前由其提供技术服务的
河南创新创业团队已达1.2万多个。

新型研发机构指主要从事科学研
究与技术开发及相关的技术转移、衍
生孵化、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活动，
采用多元化投资、企业化管理和市场
化运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是加快培育创新
引领型机构的重要举措，将有效破解
我省创新供给不足的难题。目前，以
郑洛新三市为引领，我省新型研发机
构建设进入起跑阶段，正发展成为一
支重要的科技创新力量。”省科技厅厅
长张震宇介绍，现在全省已有新型研
发机构40余家，其中半数以上落地在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近年来，郑洛新三市通过省部会

商、院地合作、联合共建等多种形式，大
力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郑州市发
挥省会优势，积极加强与中科院系统等
国家大院大所、知名高校和央企的合
作，全力引进国家级高端创新资源，目
前已谋划组建了21家新型研发机构。
仅在今年4月的郑洛新自创区开放合

作北京推介会上，郑州市就签约共建了
中科院电工所郑州分所、中电郑州轨道
交通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郑州军民融
合产业研究院3个新型研发机构。

洛阳市拥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
础，着力促进中科院系统院所、科大讯
飞、深圳光启、清华大学等牵手洛阳，
建立了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下
转第三版）

新型研发机构“抢滩”郑洛新

——郑洛新自创区建设进行时

引领引领 跨越提升跨越提升

用肩膀扛起建设全面小康的重担
“骏化杯”2017“河南最美村官”20位候选人评出

16│综合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