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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 月 26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根据教育
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的《援藏援疆万
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我省明
年将向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增派支教教师125名。

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是
一项惠及西藏、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
重大民心工程、民生工程。2018年，
计划首批援派教师 4000人，支教时
间为1.5年。我省拟增派125名援疆

教师，其中，小学教师 20名、初中教
师 60 名、高中教师 45 名，预计于
2018年春季开学前到位。

豫疆情意长，豫哈一家亲。我
省高度重视教育援疆工作：今年我
省教育领域援疆资金 15273.6万元，
占本省援疆资金年度总量的25.6%，
位居全国前列；援派教师 370人，数
量居全国前列；注重选拔职称高、学
历高的优秀教师，涌现出一批典
型。③4

本报讯（记者 杨凌）12月 26日
上午，郑州市轨道交通航空港区至
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段）即郑州
地铁 17号线市域快线开工仪式，在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举行，
此举标志着郑许两地融合发展进入
实质性阶段。

据介绍，该线是郑州航空港区
内“L”形走向的一条轨道交通骨干
线，北起港区东北部的港区北站，南
到“双鹤湖”片区的工业十路站，线
路全长约 35.25km，均为地下线，共
设车站17座，均为地下站，其中换乘
站5座。线路主要沿巢湖路、华夏大

道、迎宾大道、机场、雍州路铺设，出
工业十路站后线路继续向南，接入
港区至许昌市域铁路许昌段。

据了解，郑州航空港区至许昌市
域铁路工程是中原城市群轨道交通网
的骨干路线，是我省第一条连接两座
城市核心区域的市域铁路工程。根据
行政边界范围，该工程分郑州段和许
昌段两段建设，计划于2020年9月底
完成全线联调。工程线路全长约59公
里，衔接新郑机场、郑州航空港区、长
葛、许昌，设计速度为120km/h，承担
城市组团、次中心城镇之间的通勤客
流，并发挥内部公交骨干功能。③4

□本报评论员

以历史方位谋伟业，不畏浮云遮望眼；以时间节

点为坐标，乘风破浪铿锵行。即将到来的 2018年，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开启新时代河南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一年。确保明年我

省经济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重点，把控全局。坚决打好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

体系，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解决好民

生问题——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重点工作的安

排部署，体现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坚持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方向，指明了开好局、起好步的努力目标和关键

所在。

当前，我省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上升期和跨越关

口的关键期。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才能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原持续出彩。仔细分析，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这些重点工作，直面我省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这一突出问题，有的放矢，务实有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精准脱贫才能扎实推进，传统产业占

比较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才能得

以有效解决；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将有力化解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体制机

制不活、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凸显的深层次矛盾；协

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解决好民生问题，才能实现协调和共享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有充分信心抓好明年的重点经济工作，这

建 立 在 河 南 经 济 社 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坚 实 基 础

上。近年来，我省坚持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三区一群”等国家战略

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叠加和支撑效应不断放

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效果明显，民生改善让百姓

受惠的同时不断激发消费潜力……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效益和质量同步攀升，赢得了转型升级较大的

回旋余地和把控能力，发展动力、发展活力、发展实

力日益增强。只要我们按照省委的部署，切实狠抓

作风转变，勇于担起责任，善于落实责任，就一定能

把工作和任务一项项落地，一步步推进，一件件完成，把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

更好地保持下去。

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适应新时代、聚焦新目标、落实新

部署，转变作风，锐意进取，我们就一定能开好局、起好步，全面做好明年经济

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坚实的物质基础。2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12 月 26
日，记者从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获悉，
今年以来，郑州E贸易交易额已突破
百亿元大关，创造了河南跨境电商业
务发展的新纪录，“网上丝绸之路”闪
耀着“河南数据”。

根据河南商事可视化大数据平
台显示，截至12月25日，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提前完成年度目标计划，跨境
电商交易额达100.02亿元，同比增长
62.24%；纳税 12.49 亿元，同比增长
101.82%。

放在时间的坐标系中进行对比，河

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业务发展一
年比一年“亮眼”，其中2015年进出口单
量5109.15万单、交易额41亿元，2016
年进出口单量8290.3万单、交易额64
亿元，而如今，交易额已突破百亿元。

为使“网上丝路”更加通畅，郑州
E贸易敲开了“买卖全球”的大门。作
为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
单位以及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试区核心区，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从
2013 年 7月 15日开始测试以来,业
务量、进出口货值、纳税额、企业参与
数量等各项指标在全国试点城市和

跨境电商综试区中持续保持领先，成
为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的风向标。

无“边”无“海”，妙招出彩。近几年
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创造了跨境电
商领域的“郑州模式”：首创“B2B2C”
保税备货通关监管模式并推广全国，

“关检三个一”“查验双随机”“跨境秒
通关”成为行业“临帖”的模板。郑州
跨境电商这张河南对外开放发展、外
贸转型升级的“金名片”越擦越亮。

随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跨境
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快速推进，郑州E
贸易发展正步入新的“提速期”。目

前，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已吸引入驻备
案企业1300多家，累计纳税约20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5万个，拉动投资近
200亿元，进出口商品辐射全球 185
个国家和地区，一个全球网购商品的
集疏分拨中心正在加速形成。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总裁徐平表示，
下一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将“以进带
出”，推动出口通道打通，推进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建设，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重要节点城市推广跨境电商

“郑州模式”，为全球经济繁荣发展提
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③7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12 月 26 日，龙源湖公园碧空如
洗，一位市民正在放飞龙风筝。“这要是
去年这个时候，肯定‘神龙见首不见
尾’。”这位市民笑着说。

进入10月份，焦作市大气环境污
染防治警钟再响。该市闻警而动，铁
腕整治，“护航蓝天行动送法进企业”
和“蓝天风暴”联合执法活动刚柔相
济，取得了显著成效：12月 5日，焦作
提前完成优良天数 194 天的省定目
标。截至12月 26日，优良天数为210
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6天。

送法进企护航蓝天
10月 17日至11月3日，由焦作市

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市公检法部门、市
环保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护航蓝
天行动送法进企业”活动，以案释法，
在社会上形成重典治污的高压态势。

“锅炉渣堆场部分物料未覆盖到
位，部分焙烧窑烟尘平均排放浓度超

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汽车运输煤炭
扬尘问题要加快解决，危险废弃物要
妥善处理。”检查组在中国铝业中州分
公司和神华国能焦作电厂有限公司送
法时，发现不少问题。

现场查看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和环
保设施运行情况、向企业宣传有关环
保法律法规、对存在的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现场查处……半个月时间，
检查组马不停蹄，对全市572家企业分
层次、全覆盖，通过实地走访、梳理分
析、认真说法，让环保普法深入到部
门、到岗位、到员工，渗透到生产、生活
的各个层面。

焦作市环保局法制科科长刘海利
对这次活动记忆深刻:“这次公检法和

环保部门一起送法进企业，力度空前，
效果极好。”

联合执法连下猛药
风神轮胎因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

顶格处罚 100万元，高新热力锅炉因
大气污染物超标被责令限停产并顶格
处罚100万元……

送法进企业之外，焦作再施重
拳。11月15日至12月31日，环保、公
安、工信、电力等部门联合开展“蓝天
风暴”执法活动，严厉打击各类大气环
境违法行为。据统计，11月15日至12
月 23日，市县两级联合执法组共出动
执法人员 17916 人次，检查各类企业
和点位 11253 家次，共立案处罚各类
环境违法案件 58起，罚款金额 485万
余元，责令限停产整治企业5家，查封
32家，取缔反弹“散乱污”企业6家。

“这次活动震慑力之强、效果之显
著，前所未有。企业从上到下环保意
识大大提高，大家都在为焦作天更蓝、
水更清努力着。”焦作市环保局环境监
察支队大队长张立武告诉记者。③4

我省明年
将增派援疆教师125名

我省首条市域铁路工程——

郑州航空港区至许昌市域铁路
（郑州段）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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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送法+执法”刚柔相济治污

郑州E贸易交易额单年破百亿元

“网上丝路”闪耀“河南数据”

□本报记者 宋敏

2013 年 7月 18 日，首趟中欧班
列（郑州）从郑州圃田车站始发，打通
了郑州沟通世界的国际铁路物流大
通道。2017年 12月 25日，随着满载
90个标箱“中国造”的班列发车前往
德国汉堡，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总
数刷新至1000班。

从每月一班到每周“八去八回”，
如今的中欧班列（郑州），几乎班班满
载，需要提前一星期多才能订到舱
位。往返的“钢铁驼队”不断壮大，究
竟为中原腹地河南带来了什么？

25日傍晚，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
陈先生熟练地开了一瓶产自保加利
亚的红酒，这瓶红酒就是中欧班列

（郑州）运回的“洋货”之一。依托贸
易通道，德国啤酒、波兰蜂蜜、白俄罗
斯牛奶等纷纷走进河南各大商超，走
进普通人生活。

“以前，贸易商们对铁路冷链技
术没有太大信心。国外的很多好产
品，尤其是食品、药品等，多是从香港
或者沿海地区转运过来，价格非常
高。”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关务人员霍
晓华说。

为满足更多运输货物的不同装载
需求，陆港公司开发了各种特种箱，其
中恒温箱就是广受欢迎的一类特种
箱，它满足了对温度、湿度有较高要求
的货物需要，比如笔记本电脑、液晶显
示板等精密电子产品。今年以来，来
自山东的大蒜和来自浙江的香菇等农
产品也通过恒温箱运向了世界。

“中欧班列（郑州）使河南在对外
物流交通上的成本甚至比沿海还低，这

使河南一下子走到了对外开放前沿。”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张长星说，在
全国开行的班列中，中欧班列(郑州)不
是开跑最早的，但却在一步步“弯道超
车”，如今成为企业眼中的“黄金列
车”，其发展历程折射着河南新时代对
外开放的不断加大。

效率是经济永恒的主题。中欧班
列（郑州）切实撬动了亚欧便捷对接，
成为双方物流大通道。目前，中欧班
列（郑州）运出的货物，省内货源仅占
20%、省外货源占80%。与过去商家
选择的海运和空运相比，中欧班列（郑
州）单程运输时间约15天，比海运平
均节约时间20天，比空运平均节约资
金70%。

中欧班列（郑州）不仅使国内消费
者切实享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
实惠，还将铁路两端的需求和供给连接
在一起，为中欧企业铺就一条布满商机

的国际通道。
对于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来说，自打“坐”上了中欧班列（郑州），
该公司旗下气缸套、活塞、活塞环等产
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全面提升。豫
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的体现，不仅是
货物出口，还在企业资源禀赋、河南产
业链、本土外贸平台等多维度构建“新
动能”，使得其在全球市场与产业链分
工中获得“上位”。

“国际货运铁路变成了河南的一
种竞争力，也使合作的中欧企业的竞争
力大大增强。”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如
此评价中欧班列（郑州）。来自郑州海
关的统计显示，中欧班列（郑州）对我省
对德贸易拉动作用强劲，今年上半年，
我省依托中欧班列（郑州）对德进出口
货值高达 30.49亿元人民币，货运量
4.85万吨，进出口货值及货运量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加156.4%和137.7%。②9

中欧班列（郑州）1000班给河南带来什么

12 月 26 日，郑州市轨道交通航空港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
段）即郑州地铁 17 号线市域快线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开工建
设。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 月 25 日，濮阳中国
石化文23储气库文 23-40
井现场，技术人员正在进行
挤堵封井作业。这是该工
程的第38口封堵井。文23
储气库是国家“十三五”规
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我
国 中 部 在 建 的 最 大 储 气
库。建成后，该储气库将成
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天然气
储转中心。⑨6 马洪山 摄

11月15日至12月23日

12月5日，焦作提前完成优良天数194天的省定目标，截至12月26日

优良天数为210天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6天

PM10浓度均值为132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8.4%

●焦作市县两级联合执法组共出动执法人员17916人次
●检查各类企业和点位11253家次
●共立案处罚各类环境违法案件58起，罚款金额485万余元
●责令限停产整治企业5家
●查封32家，取缔反弹

“散乱污”企业6家

PM2.5浓度均值为76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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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