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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办理
“出口品牌及评级商事证明”
“豫满全球”成全国自贸试验区首家试点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王延
辉）12月 15日，记者从河南豫满全
球跨境电商发展有限公司获悉，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事认证中
心近日发文，授权豫满全球作为全
国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首家“出
口品牌及评级商事证明”试点平台。

在一年的试点时间内，各外贸
企业如有“出口品牌及评级商事证
明”办理需求，可以经豫满全球初
审后携带初审证明至河南省贸促
会商事认证中心办理商事证明书。

出口品牌及评级认证是国际
商事证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商
事证明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对企业出口
品牌和等级进行的一种事实认证
活动，并以出具“国际商事证明书”
为认证结果。“国际商事证明书”是

企业出口货物通关结汇、开拓国际
市场、国际招投标等活动必不可少
的商事权威证明，在海外有很强的
执行效力，有利于帮助企业提升国
际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增加国外客
户的信任度。

据豫满全球公司董事长刘向
阳介绍，企业办理出口品牌及评级
认证有两种流程可走：一是企业自
主办理出口及评级认证，先到豫满
全球进行初审，通过后获得豫满全
球初审材料，再到河南省贸促会商
事认证中心进行复审，通过后获得

“出口企业品牌等级认证书”；二是
企业委托豫满全球办理出口及评
级认证，按照要求将报审材料交给
豫满全球后，豫满全球为企业办理
初审、并代办复审，获得“出口企业
品牌等级认证书”。8

党建促脱贫 村民奔富路

昔日深山贫困村 今朝旅游好去处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冯刘
克 通讯员 宋蕊）12月 6日，记者
从郑州市金水区楼宇经济政策解
读暨楼宇服务品质提升推介会获
悉，该区将对新引进的总部企业
（不包括房地产企业），连续三年分
别按照其当年度区级经济贡献
50%、30%、20%的比例，每年一次
性给予企业补助，最高可达500万
元；对负责新引进总部企业（不包
括房地产企业）的招商主体一次性
给予 10万元的补助；对总部企业
在金水辖区举办全国规模以上会
议、会展的，根据会议和会展规模，
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一定
补助……条条款款含金量十足。

为了加快发展楼宇经济，金水
区还与世界五大行之一的高力国
际达成了战略合作，高力国际将作
为金水区楼宇经济发展战略顾问，
为区域楼宇经济发展提供区域规
划、产业定位，招商引资、资产运营
管理等专业性咨询与服务。

金水区楼宇办主任李保超表
示，金水区将通过多项举措积极培
育一批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息科
技、总部经济等特色专业楼宇，发挥
聚集效应，到2020年，初步形成以
金融服务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产业，
商务服务、信息科技、教育培训、电
子商务为优势产业等6大产业协调
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8

构建现代服务业

金水区发力楼宇经济

□本报记者 何可

初冬季节，深山中的巩义市夹津口镇韵沟村，迎
来一批批登山的游客。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每个周末我们都组队来
这里登山，品尝原汁原味的农家饭。”12月 8日，来自
郑州的一个户外徒步团队领队赵同洲说。

“吃农家饭、住农家乐、游千亩林、购土特产，城里
人周末、节假日到韵沟自驾游的越来越多。”村委会主
任李来江告诉记者。

韵沟村位于巩义南部深山区，这一昔日有名的省
级贫困村，缘何发生了巨变？“脱贫攻坚，关键在抓党
建！”省档案局驻韵沟村第一书记朱亚玲深有感触，通
过抓党建，让农村基层稳下来；促帮扶，让困难群众站
起来；抓发展，让村民富起来。

抓党建 聚活力
朱亚玲把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精准扶贫的头

等大事。韵沟村制定完善了村两委工作制度，建立村

两委成员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联户责任制”，组织党员
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

进出韵沟村，必经“胜利洞”。“胜利洞”是上世纪七
十年代，韵沟村老支书李文周带领全村人民历时两年
修建而成的。邀请李文周老支书讲打通“胜利洞”的故
事，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全村党员干部利用节假日自带工具修整道路，把
当年的“羊肠小路”“放牧小路”“生产小路”等开辟成

“乡村旅游”路线。
2016年，韵沟村第一届“户外节”成功举办，党员

们当向导、解说员，带着数百名游客在韵沟崇山峻岭
中穿梭，介绍韵沟风土人情、地理风貌。

截至目前，韵沟村累计争取资金近1500万元，通
过大力实施美丽乡村、整村推进、饮水工程等，韵沟村
的路、水、电、文化广场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基础设施建设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

上项目 抓增收
出村往北坡行三里路，就到了韵沟村的“百草

园”，里面种植着菊花、白芍、白芷、射干、板蓝根、玫
瑰、牡丹等，这里是河南海恩药业集团的中药材基
地。

海恩药业在韵沟村流转土地324亩种植中药材，
在药材的种植、管理、收获中，韵沟村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优先参加劳动，仅此一项每户每年就能获得约
5000元的收入。

村道边，村民杨芝玲开办的农家乐“嵩岳人家”生
意兴隆。这是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拥有三十张床位。

朱亚玲告诉记者，乡村游起步后，韵沟村群众就
地转化为旅游服务从业人员。今后，村两委计划引导
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到乡村游中，建立起精准脱
贫、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

如今，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试点项目——乡村
民宿酒店正在施工，韵沟村农产品交易展示中心已经
封顶。

“随着韵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村民们
共同富裕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朱亚玲信心满满地
说。8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杨凌）千
年古乐城，而今再发声。12月7日记
者获悉，近日，中国古代箜篌城遗址
所在地中牟与北京鲁璐箜篌文化艺
术传播有限公司在京签署《箜篌文化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鲁璐成为

“中牟县箜篌文化公益形象大使”。
箜篌是十分古老的弹弦乐器，

与“瑟”形状相似，其声音清越悠
扬，兴于汉，盛于唐，在明末清初失
传。据《太平寰宇记·卷二》记载：

“箜篌城，在（中牟）县东南二十里，
昔师延在此造箜篌以悦灵公。”中
牟是有史料记载的箜篌制造的最
早地，现存的箜篌城遗址 2009年
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致
力于箜篌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将开
展中国古代箜篌文化寻根活动，举
办中牟箜篌文化艺术节，并成立

“鲁璐箜篌中牟公益教育基地”
等。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
人告诉记者，此次签约是中牟加强
箜篌文化发展、传承、保护的重大
举措，下一步，中牟将谋划建设箜
篌博物馆、箜篌学院等。

据悉，今年 30岁的鲁璐是河
南新乡人，2010 年毕业于中国音
乐学院国乐系，是中国青年箜篌的
领军人，被誉为“当代李凭”，在箜
篌演奏和箜篌学术研究方面有很
深造诣。8

中牟致力“箜篌”文化传承
鲁璐担纲箜篌形象大使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陈冠
男）12月 5日，第二十二届“宇通社
会开放日”活动在宇通客车新能源
工厂举行。60余位省内企业管理
者走进宇通，参观生产线，感受企
业文化，并与宇通客车专家团队交
流探讨、共享切磋。

在以“宇通精益生产”为主题
的论坛上，宇通客车精益人才育成
中心资深专家团队把宇通客车自
2006年开始导入A3、5WHY等精
益方法和工具，2011 年建立创新
改善平台，2014 年搭建精益评价
体系，2017 年建成精益人才育成
中心等推进精益生产道路上不断
进行的尝试和突破，悉数分享给来

访嘉宾。登电集团精益总监高国
卿说：“这是非常值得的一次学习
交流，我受益良多，感谢宇通。”

精益生产，简称“精益”，是衍
生自丰田生产方式的一种管理哲
学。精益生产是通过系统结构、人
员组织、运行方式和市场供求等方
面的变革，使生产系统能很快适应
用户需求不断变化，并能使生产过
程中一切无用、多余的东西被精
简，最终达到包括市场供销在内的
生产的各方面最好结果的一种生
产管理方式。从 2007年开始，宇
通客车已连续举办 22届“宇通社
会开放日”活动，600余家企业的
1400余名管理者参与活动。8

分享精益生产的成熟经验

宇通举办社会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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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采用人民币结算，办理集中收付汇、轧差净
额结算业务，十分方便。”12月4日，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郑州片区内，一位前来办理业务的电商企业负责人
向记者啧啧称赞着。

4月1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后发展形势喜
人，其中郑州片区功不可没，成为三片区的“领头羊”。数字显示：
到9月中旬,自贸区郑州片区新入区企业9425家,注册资本
1136亿元,分别占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78%和72%;
其中外贸企业39家,注册资本34亿元,郑州片区现有世界
500强企业98家,占郑州市2/3以上。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宝能集团郑州金贸中心等“大咖”纷至沓来，在郑落地生根。

着眼于“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
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的发展定位，郑州加快与国外重要枢纽城市的协同
联动，“双枢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已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
世界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枢纽航线网络布局。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频次由年初每周“去四回四”提升
到目前每周“去八回八”常态化运营，形成“境内境外双枢
纽、沿途多点集疏”格局，网络遍布欧盟、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的24个国家121个城市；桂郑欧班列将打通中原腹地至西
南的出海通道，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机衔接；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郑州市开通了第三条铁
海联运班列——郑州—天津港铁海联运班列，该班列的开
通为郑州铁路口岸和圃田一级物流基地建设发展汇集了更
加丰富的市场资源。

“据国际上较为一致的预测，到2025年，国际贸易中将有70%是
通过跨境电商完成的。”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郑州经开区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直言不讳。近几年，伴随着中欧班列(郑州)、“空中丝绸之路”
等交通不断发展，郑州在跨境电商领域打造了一张新名片。

2012年 8月，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方案获批，郑
州成国内首批“E贸易”试点城市。2017年上半年，郑州进出口包
裹达3434万单，在全国13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进出口包裹总量
中，占比33.45%。2017年前三季度，郑州跨境电商进出口包裹更
是达到6040.4万单。跨境电商商品金额共计77.4亿元，是 2014
年的76倍。

自2013年7月15日开始实货测试以来，E贸易累计进出口包
裹达1.54亿单，纳税10.87亿元，进出口交易额131.04亿元，不靠
海、不沿边，不足4年时间取得了“单量破亿、税款破十亿、交易额
破百亿”的骄人成绩，郑州跨境电商近年来的飞速发展被人们誉为
E贸易中的“郑州之谜”。

谜底有二：一是位于中国经济地理版图中心的区位优势，航空
港、米字形高铁、中欧班列（郑州）等构筑了便捷的“铁公机海”多式
联运体系，以及众多的指定口岸、庞大的腹地消费群体，助推郑州
当仁不让地跻身国内跨境电商行业的前列。

二是不断创新，创造性建设的“三平台、七体系”；首创并推广
全国的1210通关监管模式；成为行业模板的“关检三个一”“查验
双随机”“跨境秒通关”；成为全国样板的PPP运营机制……正是凭
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才创造了跨境电商领域的“郑州
模式”。8

跨境电商实现买卖全球

11月15日上午11时许，一架K4518航班缓缓滑入机位，随即
开启了2017年冬季郑州机场进口南美水果的进口季。而此前，
2017年夏季郑州机场进口北美时令水果累计达3300余吨。

据介绍，目前，郑州已成为我国入境高档水果、水产品和肉类等
鲜活类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郑州机场进口水果累计已突破1万吨，其
中，2016年进口量约占全国空运进口水果70%的市场份额。此外，
郑州机场还整机进口冰鲜肉类、澳大利亚肉牛、加拿大活体龙虾等。

郑州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2013年，中国首个航空经济
先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立，郑州插上了奋飞开放的
翅膀，航空偏好型经济突飞猛进。“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货运航
空公司 21家，开通航线 34条，通航城市 37个；客运航空公司 44
家，开通航线175条，通航城市97个。”郑州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加快“一带一路”贸易往来，“郑州—卢森堡”双枢纽战略正在进
一步强化，郑州—台北跨境电商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

围绕航空偏好型产业发展，航空港实验区加快布局智能终端、
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电子商务、航空物流、航空制造维修、电子信
息、现代服务等八大产业集群，5年来,已相继引进苹果、富士康、友
嘉、UPS、普洛斯、中兴、合晶、朝虹、和讯方舟等一批世界500强企
业和行业领军企业。2016年,该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360.4
亿元，是2011年的5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26亿元，是2011年的
7.8倍，其中，手机产量达到2.58亿部，占全球手机产量的七分之一，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

□本报记者 李林

2017年对于郑州而言可称得上是“榜单”之年，来自各界

的多项排行榜中，郑州如同一匹健步如飞的“黑马”跻身其间，

与众多一线城市比肩而立，反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中，郑州跻身全球

100强；中山大学发布的《移动政务服务报告(2017)》报告

中，郑州54项支付宝政务服务位列中部城市第一；《2017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中，郑州位列全国第15名；《2017中

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郑州在与全国338个地级以

上城市的较量中，跻身15个“新一线”城市……

众多榜单的背后传递着同一个讯息：郑州正在成为全

国内陆城市中的开放新高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强调，郑州将推动对外开放

工作全面融入“一带一路”，以河南自贸实验区建设为统领，以

航空港实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为载体，

以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物流便捷化、监管法制化和城市国

际化为核心，全面提升郑州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

郑州在开放高地上是如何“蝶变”的？且看其来龙去脉。

自贸试验区带来发展春天

航空港区打造开放新名片

近日，金水区新柳路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主题教育活动。图为学生展示各自创作的手抄报 曹鹏飞 摄

到9月中旬,自贸区郑州片区新入区企业9425家,注
册资本1136亿元,分别占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78%和 72%;其中外贸企业39家,注册资本34亿元,郑州片
区现有世界500强企业98家,占郑州市2/3以上。

目前，郑州已成为我国入境高档水果、水产品和肉类等鲜
活类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郑州一卢森堡”双枢纽战略正在进
一步强化。

2017年前三季度，郑州跨境电商进出口包裹更是达到6040.4
万单。跨境电商商品金额共计77.4亿元，是2014年的76倍。

图为郑东新区龙子湖全景，河南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在龙子湖智慧岛起航

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