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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12日，记
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8个月，我
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2745.9亿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12%。其中出口
1655.8 亿元，进口 1090.1 亿元。8月
份当月出口 161.1 亿元，同比增长
2%。我省出口连续13个月同比保持
增长。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前8
个月，美国、欧盟、日本仍为我省前三
大贸易伙伴。对美国进出口总值为
489.6亿元，对欧盟为344.6亿元，对日

本为 272.7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15.6%、4.1%、79.3%。

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
超六成。前8个月，我省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1690.9亿元，同比增长11.2%，
占全省外贸进出口的61.6%。民营企
业 进 出 口 77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3%；国有企业进出口282.2亿元，同
比增长5%。

手机、农产品、铝材是我省主要出
口商品，其中手机出口869.5亿元，未锻
轧铝及铝材出口50.4亿元。③4

本报讯（记者 马涛）9 月 12 日，
第 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开
幕。我省组成 238家企业 1000多人
的经贸代表团，参加博览会并举办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推介会暨
项目签约仪式。省政协副主席钱国
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康
出席仪式。签约仪式举行前，钱国玉
会见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澳中友
好协会终身荣誉主席肯·史密斯一
行。

据了解，我省此次共有66个项目
集中签约，签约金额222亿元。其中，

“引进来”项目 53个，项目金额 218.3
亿人民币；“走出去”项目1个，项目金
额0.2亿元；贸易项目12个，项目金额

3.5亿元。涉及交通、城市建设、高新
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钱国玉向中外来宾介绍了河南
的发展情况。他说，河南承东启西、
连南贯北，是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
纽和人流、物流、信息流中心。2016
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 4 万亿元，连
续多年居全国第 5 位。去年河南与
东盟进出口达 55亿美元，占对“一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贸 易 总 额 的 近 一
半。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看好东盟
的经济增长和市场潜力，在东盟国
家投资和开发高速公路、公共交通、
输变电、可持续能源、钢铁、木薯种
植等项目，双方交流合作进入了新的
黄金期。③4

本报讯（记者 曾昭阳 李运海
陈慧 王昺南 薛迎辉）金风送爽，丹桂
飘香。9月13日，由农业部、河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河
南省农业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承办
的第二十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
易洽谈会（以下简称中国农加工洽谈
会）将在驻马店开幕。12日，大会组委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本届大会
内容安排、邀商招商等情况。

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已成功举办十
九届。据介绍，今年，农业部将中国农
加工洽谈会由原来的4A级展会提升
为5A级展会，成为农业部举办的4个
5A级农业展会之一，也是在全国地市

级举办的唯一一个 5A 级农业展会。
本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围绕“开放、创
新、绿色、共赢”主题，将举行农产品加
工业重点项目发布、洽谈和签约、优质
农产品展示和贸易、参展产品评定及
品牌培育、农产品推介及采购项目签
约、农加工洽谈会20周年成果展示活
动、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产业融合示
范园区建设论坛等一系列重要活动。

与往届相比，本届中国农加工洽谈
会的规模更大。参加本届会议的代表
团有172个，参会企业5000多家，其中
国内外500强企业20多家，参会客商近
3万人。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等43所高校、科研

院所，以及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等38家
国内知名商会、协会参会交流。

今年的会议内容更加丰富。在原
有活动基础上，将举办农产品加工业
与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论坛，
围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
收链，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和都市
生态农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等开展
研讨。同时将举办中国农加工洽谈会
20周年系列活动，展示大会成果。

本次会议国际化水平更高。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欧盟等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泰国
农业部监察长，德国、波兰等国家的
10多名驻华使馆农业官员，亚洲国际
贸易投资商会主席，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 9个国家的 32名境外重要嘉宾
将出席会议，并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美国、俄罗斯、法国、新西兰、泰国及港
澳台地区等37个国家和地区，277家
境外企业参会参展。②9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2014
年 10 月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
响，我省生鲜乳价格持续低迷，奶牛养
殖整体效益下滑，奶业发展进入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

新常态下奶业如何持续健康发
展？日前在上蔡县举行的河南省奶业
发展模式创新现场会上，业内专家，省
内养殖场、乳品加工企业代表，奶业协
会代表等 200多人汇集一堂，进行了
深入探讨。

奶业困境与机遇
近年来，国外奶制品大量涌入我

国。据不完全统计，2008 年至 2016
年，我国乳制品进口数量从39.3万吨
增加到 195.6 万吨，年均增长 22.2%。
国外乳制品的大量进入，冲击国内奶
业市场，不少奶牛饲养场出现不同程
度亏损。

9月8日，山东省奶业协会会长张
志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奶业若
不调整发展思路，将面临“奶牛养不
起、消费者喝不起”的困境。他认为，
产加销利益联结的缺失，仍是制约奶
业生产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奶业同样面

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消

费市场巨大，发展奶业优势明显。目
前，我省生鲜乳年人均占有量为31公
斤，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02公斤，发达
国家如美国为 290公斤。同时，全省
饲草饲料资源丰富，年产玉米秸秆、花
生秧等可饲用秸秆8600万吨，具有较
强的优质粗饲料保障能力。

根据国家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
指 南（2016）》和《国 民 营 养 计 划
（2017—2030年）》，推荐每人每天消

费300克鲜奶，人均年消费110公斤。
据此推算，我省生鲜乳的缺口约700万
吨，是当前全省生鲜乳产量的2倍。

新模式激活发展新动能
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每消费

四杯奶就有三杯是巴氏奶。丹麦、希
腊的巴氏奶占比都达到了 100%，美
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的巴氏
奶占有率超过99%。

与常温奶相比，巴氏奶能够最大
限度保留牛奶的活性物质、天然营养

和纯正口感，是营养学家一直公认和
推荐的牛乳制品。

目前，在我省的液态奶生产中，包
括巴氏奶在内的低温奶所占比重不足
30%。省奶业协会会长郑春雷认为，

“突破生鲜乳生产销售困境，企业应积
极探索巴氏奶种养产销一体化模式”。

新模式新业态出现，正在催生奶业
发展新动能。位于上蔡县的牛硕牧业
拥有6000亩有机牧草基地，现存栏奶
牛2000多头。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牧场奶经巴氏杀菌后可在市
场销售”的要求，牛硕牧业在全县30个
居民小区、171家幼儿园及县城初、高中
学校建立巴氏奶直供店（配送点），每天
可生产、加工、销售生鲜乳8吨左右。

“通过种养加销一体化模式，基本
解决了当前生鲜乳销售难题，每吨牛
奶增值 3500元左右。”公司副总经理
赵世敬介绍。

目前，我省各地不少养殖场探索
创新经营模式。荥阳昌明奶牛养殖场
建设奶牛科普乐园，自2016年 7月开
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4万余人。洛
阳生生乳业在销售上开辟了网络订
单、专人送货的销售模式。

“通过培育推广新业态、新模式，
奶业发展将有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中
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玉满表示，推动奶
业可持续发展，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
的愿景将会变为现实。②9

我省出口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
今年前8个月外贸进出口值2745.9亿元

我省企业组团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
66个项目集中签约 金额达222亿元

发达国家巴氏奶占有率超99% 我省尚不足30%

新模式加速奶业供给侧改革

提升为5A级展会 参会企业5000多家

第二十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今日开幕

9月 12日，洛阳猎鹰旋
翼机科技有限公司内，刚下
线的新一代旋翼机在接受检
测。该企业生产的旋翼机已
发展至第四代，并出口到东
南亚和非洲等国家。⑨6
潘炳郁 王思臣 摄

“小飞机”
飞出国门

9月12日，沈丘县周营乡一家种子销售门店内，种田大户正忙着装运小麦
良种。三秋临近，该县农业部门早准备、早安排，及时备足农资产品，以满足三秋
生产的需求。⑨6 谢辛凌 摄

（上接第一版）
从2016年10月到今天，只短短十

个月时间；从2017年4月到今天，更是
不到六个月时间，而郑东新区龙子湖智
慧岛作为河南省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
建设“核心中的核心”，却“彼月异，月月
异，再月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招商引资好戏不断，经营布局渐入佳境，
真正呈现出一派“日新月异”景象——

智慧岛暨中原基金岛签约仪式举
行，河南省与郑州市着力打造的唯一
基金产业集聚区——中原基金岛正式
亮相，接纳 60 余家基金管理机构，
8000亿元资金规模。

IBM、华为、浪潮、猪八戒网等110
余家大数据企业拟上岛入驻。智慧
岛、基金岛一箭双雕，实现了创新链、
数据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融合，中
部地区最强创新生态圈雏形初现。

计划总投资 6.3 亿元的河南大学
大数据产业园、留学生创业园项目敲
定落户智慧岛，建设内容包括创业大
厦大数据研究院、物联网应用研究院、
云计算实验室。

数据岛、基金岛、双创岛，三岛叠
加，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构
成了智慧岛最有活力的生命共同体。

一大批站在大数据产业最前沿的
领军人物云集而来，汇聚于此，进行大
数据之役的高端布局：

浪潮集团董事长王恩东院士的河
南中原大数据交易中心；徐宗本院士
的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河南创新中心；邓中伟博士主导
的大数据征信、风控、支付供应链；高
新波、沈八中、宋彬博士打造的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团队……项目接连项目，
思想不断风暴，在激活着一系列关键

创新链和发展源，为智慧岛的发展注
入了不竭的动力。

充分整合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创业链，通过
服务链实现系统融合和统筹协调，智
慧岛已经内生形成一股永续发展的强
大合力——

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审协河南中心、国家互
联网应急和支撑中心三大国家级平台
为核心的一大批科研项目，为智慧岛大
数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环绕智慧岛的龙子湖高校园区15
所知名学府，汇聚着数万名高层次科
教人员和 20万莘莘学子。翰墨书香
滋润着在水一方的美丽之岛，为智慧
岛平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永续的活力。

以智慧岛核心为先导，以环岛高
校为基础，以白沙产业园为支撑的“一

岛一环一园”开发框架已然形成——
“一岛”：利用岛上各类研发中心

集聚优势，向大数据产业基地的创新
团队提供方便、快捷、低成本的机房、
云服务和大数据平台服务。

“一环”：利用环岛高校、科研院所
的优质资源，推动高校众创空间建设，
深化校地融合，搭建线上、线下平台，
服务大学生创业，努力打造大数据创
新支撑中心。

“一园”：利用白沙园区的区位优
势、基础配套优势，建设大数据特色园
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大数
据龙头以及上下游企业。将白沙大数
据产业园建设成为全省规模最大、技
术水平最先进的数据中心。

从去年的风生水起到今天的落地
生根，短短几个月时间，水清木秀的智
慧岛演绎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数据风

云际会。
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王鹏说，智

慧岛建设秉持“一核三心五工程”的发
展思路，即以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为主体；以建设成河南省大数据
内容中心、大数据服务中心、大数据金
融中心为目标；着力发展数据挖掘工
程、数字经济产业工程、数据应用工
程、数据技术创新工程、信息安全保障
工程五大工程。

王鹏说，得益于独特的区位条件，
依托自贸区、国家中小城市、航空港区、
自创区、中原经济区五大国家级战略巨
大优势，在总体发展思路指引下，我们
制定了郑东新区智慧岛三步走战略，第
一步：基础构建，完成攻坚；第二步：产
业集聚，实施“六大工程”；第三步：跨越
发展，形成智慧岛品牌。力争将智慧岛
建设成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区和

全国一流的大数据产业创新中心、大数
据产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端人才要素集
聚中心、双创示范区、中部基金集聚区。

智慧岛管委会主任李晗对实现三
步走战略充满信心。她说，经过三到五
年的努力，要实现“智慧郑州、数据河
南”的总体目标，使智慧岛辐射带动效
应突出，示范引领作用显著，大数据产
业发展和创新应用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管委会副主任代予龙向记者介绍
说，智慧岛的规划，到2018年，以大数据
综合应用为主导产业的生态体系要初步
形成，要培育形成20家营业收入超亿元
的骨干企业，核心企业超过200家，产
业规模超过300亿元。到2020年，要
构建形成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培育形成50家
营业收入超亿元的骨干企业，相关企业
超过500家，产业规模超过500亿元。

智慧岛大数据正成为全省科技创新的新引擎

制
图/

刘
志
强

关注第二十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中欧班列
（郑州）有了“加长版”。9月12日下午，
我省在南宁举办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仪
式上，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与广西防城港市政府、广西坪山国际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就开行桂郑欧班列及
其配套项目达成一致意见，成功签约。

据介绍，桂郑欧班列开行计划为
今年开通后每周3～4班，总共计划50
班；2018 年每周 6～8 班，全年计划
300班；2019年每周8～10班，全年计
划500班。

桂郑欧班列项目，是豫桂双方充
分发挥各自国际通道和产业优势，搭
建东盟、广西至中原腹地乃至欧洲的

物流大通道，促进双方资源互补的重
要项目。班列的开通，有利于广西形
成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
经济带有机衔接、南北贯通的重要门
户，同时打通中原腹地至西南的出海
通道，加快两地开放经济发展，推进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

自 2013 年开行至今，中欧班列
（郑州）稳健飞速发展，目前已实现郑
州—汉堡线路每周“去八回六”。今年
8月中欧班列（郑州）开行了郑州—慕
尼黑线路，并在9月实现每周往返常态
化均衡对开。“本次桂郑欧班列项目的
开展，将为中欧班列（郑州）的发展带
来新的活力。”郑州国际陆港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③4

桂郑欧班列开行在即

中欧班列（郑州）有了“加长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