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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向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加
速迈进；同日，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
发布“中国金融中心指数”，郑州首进全国区域
金融中心“综合实力十强”，省会金融中心建设
渐入佳境……

一幕幕火热的场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一个个鲜活的细节，无不映射着河南开放发展
坚定的信念、稳健的步伐、惊人的速度。

三年多来，河南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主
动顺应改革开放的世界潮流，应大势、谋大局、
干大事，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加快
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
局，开放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举措更加有力、
基础更加坚实、优势更加凸显。

走向世界的路径越来越清晰——

改革开放是社会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
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实践反复证明，谁能在开放中快人一步、
抢占先机，谁就能赢得主动、胜人一筹、率先发
展。

四年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前一天刚当选河南省省长的谢伏瞻，向中外记
者热情推介郑州航空港，让全球瞩目河南开放
发展的这片“天”。

三年前，德国汉堡比尔外德车站，谢伏瞻
举起绿色信号牌、吹响发车哨，启动中欧班列
（郑州）回程常态化运行发车仪式，让世界受益
亚欧互联互通的这条“路”。

回首河南开放历程，从开放带动战略到开
放带动主战略，从确立“基本省策”到提出“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目标……河南在开放的道路
上孜孜以求，每一步都蕴藏了观念的更新、思
路的跃升、发展的突破，展现出历届决策者扩
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开放，是河南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
所趋，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现实需求，是加快
经济强省建设的迫切需要。

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深度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着力培育体制机制新优势，不断拓展开放发展
新空间，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加快实施航空、铁路国际国内“双枢
纽”战略，奋力建设空中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
路和网上丝绸之路。

——大力推进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为内陆地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
新途径、创造新经验。

——加快提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建设水平，强化开放门户功能和区域竞争优
势，提升对全省开放的辐射带动作用。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创新招商方式，
坚持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推动招商引资和承
接产业转移向高端化迈进。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总书记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是对河南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殷切期盼和高度重视。”

2017年 8月 21日，河南研究制订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规划和方案，省委
书记谢伏瞻指出，要把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与
推进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融合起来，与落实“三
区一群”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依托战略叠
加、要素集聚和开放带动优势，形成相互支撑、
相互促进的共同发展态势。

大枢纽牵动大物流。9月 1日，河南省物
流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举行。站在战略高度
审视物流业转型发展，像这样的专题会议最近
已召开了5次。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要求，加快
打造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积极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

……
撸起袖子加油干，抢抓机遇开新局。
开放的河南，向东张开双臂，挽起京津

冀、长三角，深度对接“海上丝路”，让太平洋
季风吹起中原的开放热浪；向西畅通动脉，伸
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为“陆上丝路”输送
不竭动力；向上逐梦蓝天，将“空中丝路”化为
一把金梭，绘出河南与世界交流往来的绚丽
图景。

连通世界的支撑越来越强大——

2017年 4月 19日，一架从意大利出发的
波音747全货机，缓缓降落在郑州机场停机坪
上。机舱中的“客人”，是一个重达34吨、不可
拆卸的重型机械配件。这件郑州机场开航以
来运输的最重货物，经过几十名工作人员的努
力，顺利卸机入库。

“装卸这样的大件货物，对全国很多机场
来说，都是个棘手问题。”货代公司负责人自豪
地说，“客户选择在这儿中转，就是因为郑州机
场货运保障能力全国领先。”

这几年，郑州机场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进口冷鲜肉、第一次进口水果、第一次
进口活牛……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全面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一个个开放支点的夯实，让河南
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陆海空网通道更加畅达。
郑州机场龙头高昂，串联亚洲航线，加密

欧美航线，拓展非洲航线，开通澳洲航线，“空
中丝路”越织越密；陆桥通道主轴壮大，“米”

字形高铁网和干线公路串连各个城市，内河
航运建设加快，水上航道通江达海，“陆上丝
路”“海上丝路”双向通道畅行无阻；郑州国家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流量疏通能力不断增强，

“宽带中原”建设持续发力，“网上丝路”越铺
越宽。

战略枢纽建设不断提速。
依托郑州航空港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依托郑州国际陆港建设国际铁路中转枢
纽，健全多式联运体系和大通关服务体系，

“铁公机海”四港联动综合交通枢纽加速形
成；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先行优势凸显，
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顺利
推进，全球网购物品分拨中心集散能力显著
增强。

内陆开放平台日益完备。
“三区一群”等国家战略建设深入推进；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航空铁路国家一类口岸功能
持续拓展，进口商品指定口岸数量居内陆省份
第一；经开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等开放载体
不断升级，河南多层次、多区域开放平台体系
更加健全。

对接世界的机制越来越高效——

8月 17日上午，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
综合服务中心，谷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夏芳赶到时，工作人员已把办好的证件准备完
毕。前一天提交材料，第二天就全部办结，夏
芳直呼“真是自贸速度”！

如同“一带一路”上的一颗明珠，河南自贸
试验区散发出璀璨光芒。自今年4月挂牌后，
短短5个月，已完成上海自贸试验区“28+6”经
验推广复制工作，每天新增企业近百家；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在自贸试验区试点，事前审批
改为事中事后监管；河南首批下放455项省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
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

现在，门户就在身边。河南加强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关检合作，一个端口
对外、覆盖全省、联通境内所有关区的河南电
子口岸投入运行；“一站式”大通关服务体系不
断完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口岸互联
互通体制加快形成。

河南跨境电商深深打上创新印记，引领制
定互联网时代EWTO贸易规则。首创保税备
货监管模式推广全国，“关检三个一”“查验双
随机”“跨境秒通关”成为行业模板。全球跨
境电子商务大会永久落户郑州，形成“郑州共
识”。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龙永图认

为，河南创造了迄今最高效的监管服务模式
之一，有效解决了政府管理和市场便利的双
重难题。

“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
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英
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
全新的世界史》中发出感叹。

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
撑，河南正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全新开放
史”。

河南亮出新颜值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
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
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

只有回首过去，才知道已经走出多远。
评说河南开放发展的成果，数据最有说服

力：2016年，河南进出口总额 4714.7亿元，位
居全国前十、中西部地区第一。

今年上半年，河南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3.4
倍，增幅居全国首位。河南已成外资持续流入
的“聚宝盆”。

沿着现实的脉络，细数来路的点滴，开放
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河南，扮靓着河南。

连天接地打造新格局——

陆海相通，连天接地，河南拨快了融入世
界的时针。

今年 5月，在结束郑州航展表演后，意大
利、法国、立陶宛等国家的13架特技飞机，“乘
坐”中欧班列（郑州）“回家”。飞机坐火车，一
段奇妙之旅由此开启。

不久前，郑州市民孙博在加拿大上大学的
女儿，结束假期返回温哥华。直飞航线的开
通，让他送女儿的行程变得很轻松。“以前得开
着车拉着行李跑几百公里，把女儿送到北京或
上海坐飞机。现在再也不用那么折腾了！”孙
博十分感慨。

信阳商城县“90后”姑娘杨淑娟这两年开
起了网店，生意喜人。花生、芝麻、板栗等以往
在农村卖不上价钱的农产品，在网上都成了

“抢手货”。她高兴地说：“山旮旯‘连通’全世

界，土疙瘩‘触网’变元宝！”
……
一列列货运列车从郑州出发，风驰电掣穿

越亚欧大陆桥，越跑越快、越跑越强——中欧
班列（郑州）每周“七去七回”，沿海省份的货物
也在这里集疏。

一架架银翼在天空划出美丽曲线，引擎轰
鸣飞往全球五大洲，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郑州机场货运量位居中部地区第一，郑州—卢
森堡“双枢纽”发力，“一点连三洲，一线串美
欧”的空中国际货运网络已经成型。

一道道数据瀑奔流往复，手指轻点连接整
个世界，越连越紧、越连越密——河南E贸易

“买全球、卖全球”，辐射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单量、交易额在全国拔得头筹。

格局在变，视野在变。中原大地“枢”联天
下，“陆海空网”紧密衔接、灵活转换，汇聚成一
个大开放格局下的“黄金枢纽”。

内外兼修锻造新产业——

今年3月，第十一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上，英国成为投洽会史上首个主宾
国。为参加这个河南开放招商第一品牌盛会，
英国国际贸易部组织了高规格的代表团，60多
家企业前来寻求商机。

缘分，来自于双方的情投意合。英国一直
是河南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智能手机、宇通
客车、人发制品、羽绒制品等出口到英国市场；
英国也看好河南发展，在河南投资企业过百
家。

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取决于开放的层次和
程度。今日河南的开放，既有高水平的“引进
来”，也有大规模的“走出去”。一“进”一“出”
间，河南产业的筋骨更加强健。

“引进来”完善产业拼图。以富士康为龙
头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德国 DHL、美国 UPS
为代表的现代物流业，以台湾友嘉为代表的
高端制造业，以菜鸟网络、苏宁云商为代表
的电商产业在河南落地生根……在豫投资的
境外世界 500强企业达 86家，中国 500强企
业达 156 家，带动河南企业加速融入全球产
业链。

“走出去”发力全球市场。双汇收购美国
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晋升全
球“猪肉大王”；宇通客车驰骋海外，“跑”出客
车销量世界第一；洛阳钼业接连收购国外矿
企，称雄全球稀有金属行业……河南 700 多
家企业走向海外市场，“中国制造”竞显风流。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河南新一轮的开

放带动，成就了一个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产
业基地，打造了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两个超万
亿元的“工业航母”。新兴业态蓬勃兴起，电
商产业风生水起，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活力四
射，国内外物流“大鳄”纷纷进驻，郑商所棉
花、白糖、动力煤、菜籽油成交量稳居全球前
两位，“引金入豫”成绩斐然，“金融豫军”强势
崛起。

有滋有味创造新生活——

开放之路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前进的逻
辑大道至简——一切发展为了人民。

开放，让河南人的“小确幸”更多，“大梦
想”更近。

“让中国商品畅销英国的大街小巷！”曾在
欧洲留学9年的郑雯丽生活在郑州、公司在深
圳、业务在英国，主要通过亚马逊、eBay出口
中国商品，还在伦敦建有自己的货仓。

跨境电商打开万国超市，德国啤酒、澳洲
牛排、智利车厘子、法国时装、英国汽车纷至沓
来，河南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一带一路”
连通全球市场，西峡香菇、中牟大蒜、温县山
药、新郑大枣、灵宝苹果俏销海外，老百姓的日
子越发甜蜜红火。

方特欢乐世界、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海昌
极地海洋公园……大型主题公园扎堆入驻郑
州文创园，河南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迪士
尼式”的乐趣。

62岁的刘长英退休后立志周游世界，迄今
为止，她已去过十几个国家——不断加密的航
线网络，让河南百姓与世界“亲密无间”。卢森
堡驻华大使馆将在郑州开展飞行签证业务，26
个申根国家“近在眼前”。

最近几天，一个让中原学子振奋的消息刷
爆微信朋友圈，河南省和中国科学院、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三方正在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
学，在家门口上世界名校不再遥远。

“世界大卖场”“东方奥兰多”“旅游全球
通”“教育国际化”……身在河南，触摸世界，感
受全球。

豪情满怀塑造新形象——

从一片鱼塘到一座“值得写入教科书”的
国际新城，改革开放书写了郑东新区的传奇故
事。几十座税收过亿的楼宇，吸纳了上百家中
外总部企业，不仅为城市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也氤氲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独特气息。

从中国的“十字路口”变身仅次于北上广
的全国“展览馆”，郑州引来中国—东盟会展
行业合作委员会入驻。这两年，郑州会展“档
期”排得满满当当，平均一天半举办一次展会，
尽显朝气蓬勃的城市活力和海纳百川的城市
风度。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参加上合峰会的各
国领导人走出会场漫步如意湖畔，惊叹郑东
新区的雄奇美丽，感喟开放发展的“河南速
度”，欣喜地发现与河南“蕴藏着可观的合作
机遇”。

这些年来，生活在河南的人们有一个明显
感受：在河南举办的国际性活动越来越多。中
欧政党高层论坛、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中
国（郑州）第二届创新创业大会等国际会议接
踵而至；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安阳国际滑翔伞
公开赛、郑州国际街舞大赛、濮阳国际龙舟赛
等大型国际赛事络绎不绝……河南的“国际
范”“全球味”越来越浓。

“河南人有能力把世界一流的东西做好！”
10部苹果手机5部“河南造”，富士康科技集团
总裁郭台铭竖起大拇指。

“河南吸引力十足！”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
零售商宜家家居落户郑州，宜家中国零售总裁
朱昌来断言：“在河南一定能赚大钱！”

“大开放大发展，小开放小发展，不开放难
发展”，已成河南各级干部的共识，在招商引
资、产业推介、商务洽谈中越来越专业，越来越
从容，不少人成为通晓世界贸易规则的行家里
手。

河南干部对全球最前沿趋势、最新业态的
熟知，让到访河南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大为赞
叹：“你们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10年、20年
后的河南，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开放让河南魅力四射。2017 年 9 月 13
日，欧美同学会第六届年会及海归创新创业郑
州峰会拉开帷幕，吸引一大批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海归人才逐梦中原。

郑州是春秋末期哲学家列子的故乡。在
郑东新区繁华的CBD，有座列子《御风行》的雕
塑，与不远处河南自贸试验区的欢迎标牌交相
辉映。这仿佛是一个隐喻，昭示着日益开放的
河南正乘着新一轮发展的东风，飞向更高更远
更加光明的未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今日
之河南，正神采奕奕、大步流星，朝着“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的目标奋力迈进。

一个更加开放的河南，将是更加出彩的中
原！○2

谁 持 彩 练 当 空 舞

▲ 卢货航“郑州号”全货机降落郑州机
场，“郑卢”航线为中欧互联互通架起了桥
梁。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买全球、卖全球”，中大门国际购物
公园让河南与世界“E”线牵。⑨6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02│要闻 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刘晓波 李俊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 系列述评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