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祝传鹏 何心悦

每天有多达110架次的全货机从这里飞
向世界各地，洲际航线辐射欧洲、北美洲、拉
丁美洲等4大洲近200个城市，实现了“一点
连三洲、一线串美欧”的国际货运版图，这就
是今天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3月7日，《河南日报》以9个版的特刊，
全方面立体式报道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的发展成就。五年来，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圆满完成“打基础、成规模”目
标任务，转入“立新城”的新阶段，一个机场
小镇转变为国际化生态宜居宜业航空新
城。网友认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作为河南最大的开放品牌，为河南插上了腾
飞的“大翅膀”，未来可期不可限量。

郑州不但有火车头还有了“大翅膀”
大河网网友“郑经说”：河南既不沿海又

不沿边，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缺少的就是快

捷的对外“通道”。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的获批建设，无疑让我们拥有了沿海、

沿边近似的发展优势，为建设中原经济区插

上了翅膀。

大河网网友“安哥拉”说：河南的临空优

势非常明显，能够从国际视野和自身优势出

发，把内陆的一个国际机场打造成一个国家

级的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其难度可想而

知，但从其目前的规模和建设速度来看，发

展势头和潜力让人羡慕，加油吧！

航空港使河南起飞的翅膀“硬”起来
网友“点帆起航”说：河南历来被称为中

原之地，俗话说，群雄逐鹿，赢在中原，可见省

会郑州地理位置之重要。河南是全国的铁路

枢纽，河南的高速公路也数年位居全国第一，

唯独航空，在此前是河南起飞的一个孱弱的

翅膀。现在，河南的航空已经起飞，航空港使

河南起飞的翅膀“硬”起来。

大河网网友“强者自强”：百年前，京汉

铁路造就了郑州的崛起；如今，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五年来，方便快捷的交

通不但大大缩短了地域和时空的距离，还为

河南吸纳各种优质生产要素、聚集高端产业

和高层次人才发挥了巨大功效。

国际化的河南未来可期
大河网网友“有你才幸福”：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日新月异，已经成为

河南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化的河南未来

可期！全国铁路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必将

“扭”出河南新天地！

网友“大眼看河南”：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的建设速度和成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郑州

的发展速度和成就。通过航空港实验区建

设，郑州的竞争力、发展力、对外的影响力都得

到了提升，对于城市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实施

开放创新双驱动等都起到了引领推动作用。

航空港已成为河南高质量
发展的助推器

“五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调研河南时的指示
精神，持续打好‘四张牌’，抓住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机
遇，着力建设连通海内外、辐射东中西物流
通道枢纽，强力推进港区经济社会发展，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助
推河南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
建国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紧紧围
绕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第一定位，化不靠
海、不沿边、不临江的劣势为空中优势，立足
丝绸之路经济带架设起一条“空中丝绸之
路”，不断加大与世界五大洲的贸易往来和
交流合作，有效拉长“三驾马车”的出口“短
腿”，大大增强了河南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王建国表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着力打造智能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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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高了
全省高端制造和服务业比重，彻底改变了河
南“农字当头、重化过重”局面，显著优化了
全省产业结构。

同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立足
建设航空都市，作为郑州第二城区，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致力于体制机
制创新，强化政策制度的国际对接，加强精细
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为创业就业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条件，吸引集聚了大规模人口的入
驻，助力河南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连天接地、物通全球的现代
航空物流枢纽地位基本形成

“经过五年的发展，先天开放优势不明显
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航空物流产业
成绩喜人，以航为领、连天接地、物通全球的
现代航空物流枢纽地位基本形成，在全国乃
至全球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可以说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物流与电
商学院副院长、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副研究员于晓胜说，从规模上看，航空
物流始终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近
10%，全货运航线、全货机通航站点、全货机
航班量均呈稳定增长态势，已逐步形成“一带
一路”倡议的亚太物流中心；从设施上看，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的“双跑道+双候机楼+双
铁”，以郑州为亚太物流中心、以卢森堡为欧
美物流中心的“双枢纽”，空铁公无缝连接，

“米字形”高铁体系等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
络不断完善，交通运输“溢出效应”显著；从产
业上看，以智能终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电
子商务等八大高附加值物流服务项目为核
心，货物品类已扩展至23类，产业多元化态
势基本形成；从服务上看，航空物流产业不断
向高端物流延伸，普货、冷链、电商物流等多
业态不断完善，航班时效通关等服务质量快
速提升，航空物流服务不断创新，实现以“小
区”产业拉动“大省”经济，航空物流体系上升
至航空供应链整合。

于晓胜说，下一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应抢抓“三区一群”“一带一路”等重大
机遇，加大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加大
多式联运建设力度，提升信息化和大数据水
平，推动物流产业不断向构建高成长性、高附
加值、绿色生态的智慧物流与供应链延伸，深
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和经济大循环，真正建设成为引领中部、服务
全国、连通欧亚、辐射全球的国际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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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五周年引网友热议

翱翔蓝天 河南插上腾飞的“翅膀”

□大河网记者 何心悦

“别人家的中国好室友从没让我失
望……已经@了室友，让他们提升下觉悟也
给我做饭……”3月12日一条微博登上热搜
榜：视频中，信阳小伙小周今年在洛阳理工
学院上大四，为了让室友尝到最地道的家乡
菜，开学后他背来 20 斤食材为室友做大
餐。他希望借此能记住彼此的情谊，分享来
自家乡的味道。对此，网友除了羡慕，还颇
有默契地圈出自己的室友调侃一番。

网友“a九条命的老鼠”：作为一个信阳

人，这个学校还在我们隔壁。我给室友丢人

了，表示三年都只是带了腊味，一点家乡菜

都不会做的我，难道是个假的信阳人……这

个视频我都 5 刷了，快到饭点了越来越饿，

顺便问下，小哥还缺对象吗？

网友“排骨能减肥”：河南论吃信阳必须

排第一啊，信阳人太会吃了，真的是民以食

为天。整个河南境内均以面食为主，唯独信

阳人“一日不可无米”。有的信阳人会看不

惯那些一日三餐吃面，就着馒头、烩面喝酒

划拳的饮食，觉得这种搭配还是不够丰富

呀。我男朋友是信阳人，我的厨艺都被他练

出来了，他超级爱吃，还会炒菜、煲汤，拉一

波仇恨哈哈。

网友“一位运动员一样”：请老天也赐予

我这样的舍友吧，越多越好。我们寝室的日

常画风是这样的：我的室友 A:你去不去食堂

吃饭？我：去。室友 A：给我带一份。室友

B：我要一份。室友 C：我也要……啊啊啊我

当寝室长不是为了给你们打饭的呀！我决

定把你的微博给我室友看一下，好让她们有

为我做饭的心。

网友“家有小喜子的鄢大王”：小哥心

好，厨艺也好！当时大学宿舍的最后一天，

哥几个下午就要各奔东西，早上起床收拾好

行李，中午吃了一顿食堂，回到宿舍各自坐

在椅子上，一直坐到所有人火车都延误了也

没人愿意第一个走。晚上去吃了顿烧烤，在

KTV 哭着唱歌。四年的室友，一辈子的兄

弟呀！

对于自己登上微博热搜榜一事，小周
表示，他的第一感觉是惊讶，然后也有害

羞。他说：“作为信阳人，看到视频上我做
的信阳菜，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我的家乡和
我的家乡美食。虽然信阳不是发展最快的
城市，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期待
信阳能越来越好，信阳菜能越走越远。”他

还特地向记者推荐了几道他认为最有信阳
特色的菜：筒鲜鱼、老鸭炖粉皮、固始土鸡
和信阳腊肉。

作为应届毕业生，想到几个月后和寝室
的哥们就要各奔东西，小周便履行了大一的
承诺——为室友做满满一桌信阳菜。“我们
宿舍一直是个和谐的地方，哥几个感情挺深
的，希望毕业以后大家依旧能保持这种情
谊。”小周同学感慨道。正如小周所言，在他
3月 9日的微博中，是这么写的：“大一承诺
的信阳菜，大四兑现也不算晚吧？一块四年
品尝过山西陈醋的酸爽，甘肃锅盔的酥脆，
濮阳凉皮的滑爽，洛阳不翻汤的软绵不化,
嚼之有豆香。记住彼此的同学情，家乡味！”

辟谣：宿舍内做饭系误会
此外，提到评论区不少人留言“宿管阿

姨30秒内到达现场”，小周同学表示网友误
会了。原来，他的室友在校外开了间画室，
饭就是在画室里的厨房做的。“嘿嘿，怎么可
能是在寝室做饭呀，我们学校寝室是禁止做
饭以及使用大功率电器的。”小周说。

毕业季，信阳小伙给室友做“满汉全席”
网友：这样的室友请给我来一打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郑州，殷商古都，河南省会；开封，七朝古都，文化名
城。如同公元前490年，希波战争时，裴里庇第斯不顾一
切地奔跑在马拉松海边和雅典之间；2006年，一条宽达
百米的快速公路“郑开大道”将这两座古都连接在一起，
让马拉松回到了本源。

2007年，由大河论坛网友“半月大哥、随风缘”“大话”
“剑如虹”等人倡议的郑开马拉松应运而生，2018年，代表
着中原马拉松实力的郑开马拉松迎来了它的12岁生日。

12年时间，郑开马拉松已由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迅速
成长为翩翩少年，从第一届5000多人，到第十二届的10
余万人，尽管只有短短12年的历史，网友的草根儿创意
却“聊成”了今日的国际大赛，至此郑开马拉松 12岁生
日之际，作为发起地的大河网特联合郑开马拉松组委
会在3月 9日—3月 20日发起

“跑过金色岁月 寻找金牌网
友”活动，只要你是郑开马拉松
12年的见证者，连续5—12年
一直坚持参加郑开马拉松的“金
牌”网友；在大河网眼遇社区“大
河跑友会”发表我的郑开故事相
关主题帖（图片必须是原创），都
有可能成为大河网金牌网友。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为避免人多搞混，喝几口就扔掉的浪费现象，今年在
全国两会的会场及代表团驻地，矿泉水瓶上多了一个小
标签：给水瓶做记号，并请喝完。这个小标签上可以轻松
写字，也不怕拿错水了! 3月11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
的这条：矿泉水瓶上多了个小细节，你愿意点赞吗？截至
12日 14时 30分，已有 1600多条评论，网友大呼“好创
意”，纷纷点赞!

据了解，这并非两会第一次出现此类举措，之前也曾
推出“实名”矿泉水。众多网友纷纷点赞！同求全国推广！

@总能等到你：支持支持，每次看到只喝了几口就

扔掉的水都好心疼，建议全国推行！

@刺猬的优雅away：挺好的啊，节约不浪费，也不

会出现拿错的尴尬。

@ClytieJ：推广吧，要不一堆人在一起总是喝着就

乱了，然后就都剩了！

@bbbbbiiiia：早该这样了，出去吃饭什么的我拿到

水都直接把标签撕了。一个是环保一个是卫生。

@樱染月色：必须点赞！同伴们为了区分自己的矿

泉水瓶都把标签纸撕吧的不像样子了。

网友纷纷建议，希望以后所有饮料和矿泉水出厂时
都带上这样的标签!不仅卫生、环保，还能自由创作!

@心中意人深深拥：节约不浪费，也不会出现拿错

的尴尬，我觉得以后直接在所有饮料和矿泉水瓶上都直

接带上这样的标签!出厂直接带上!

@Lam哦哈哈哈哈：希望可以投入生产，这样一伙

人出去玩，或者打篮球的时候，就不怕拿错水了。

@今天表白彭于晏：终于不用把外面的塑料包装撕

掉了，为两会环保小细节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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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套
1.通常情况下，献血者要到哪里进行无偿献

血？
A 医院
B 血液中心（血站）或其献血车
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下列疾病中哪一种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危

险因素？
A 高血压 B 高脂血症
C 糖尿病 D 心脏病
3.关于吸烟危害的说法，以下哪个是错误的？
A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

B 吸烟可以导致多种慢性病
C 低焦油卷烟危害比普通卷烟小
4.皮肤轻度烫伤出现水泡，以下做法正确的

是哪一项？
A 挑破水泡，这样恢复得快
B 水泡小不用挑破，水泡大就要挑破
C 不要挑破水泡，以免感染
5.发生火灾时，以下哪种是正确逃生方法？
A 用双手抱住头或用衣服包住头，冲出火场
B 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毛毯包裹

身体，冲出火场
C 边用衣服扑打火焰，边向火场外撤离
6.关于健康素养，以下哪种描述是正确的？
A 健康素养，是维持和促进健康的一种方法
B 健康素养，是维持和促进健康的一种能力
C 健康素养，是维持和促进健康的一种手段
D 健康素养，是维持和促进健康的一种措施

E 健康素养，是维持和促进健康的一种途径
7.每人每天的烹调油用量不应超过多少？
A 50克 B 30克 C、25克 D 15克
8.每年的哪一天是联合国糖尿病日？
A 4月20日 B 5月1日
C 11月14日 D 12月4日
9.下列食物中升高血糖速度最快的食物是

哪种？
A 糯米粥 B 绿豆面
C 西兰花 D 烤肉
10.关于肺结核病的传播途径，你认为以下哪

一项是正确的？
A 通过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传染
B 肺结核病人咳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喷

出的飞沫传播
C 通过输血传播
D 通过握手、衣物等接触传染

11.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病因研究表述
错误的是下列哪一项？

A 吸烟可以引起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B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一般与饮食因

素无关
C 过量饮酒与肝脏疾患、心血管疾病有关
D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往往是多种危

险因素的综合作用
12.从防治心血管疾病出发，对高危人群最行

之有效的措施是下列哪项？
A 定期体检 B 戒烟
C 药物治疗
D 改变不良饮食行为生活方式
13.专家建议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多少

时间日照？
A 10分钟 B 20分钟
C 30分钟 D 40分钟

14.《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65岁以
上老年人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多少？

A 3克 B 4克 C 5克 D 6克
15.成年人的正常心率次数是多少？
A 30-50次/分钟 B 60-100次/分钟
C 100-120次/分钟 D 都不对
16.下面关于艾滋病传播方式描述错误的是

哪一项？
A 吸毒者共用针头和注射器传播艾滋病
B 艾滋病妇女分娩或哺乳婴儿传播艾滋病
C 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共同进餐传播艾滋病
17.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值均达到多少就可

以诊断高血压？
A 收缩压≥120mmHg 和（或）舒张压≥

80mmHg
B 收缩压≥140mmHg 和（或）舒张压≥

90mmHg

C 收缩压≥150mmHg 和（或）舒张压≥
100mmHg

D 收缩压≥160mmHg 和（或）舒张压≥
110mmHg

18.粪便不经任何处理便直接施肥或丢弃，容
易造成什么疾病的流行?

A 结核病 B 肠道疾病 C 乙肝
19.定型包装食品在标签上规定可以食用的

最终日期表示什么？
A 保质期 B 变质期 C 合格期
20.为了能够及时地发现人体健康的隐患，建

议成年人应多长时间进行一次体检？
A 1年 B 3年 C 5年

▶健康小知识

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
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
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
讲求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
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
时就医，积极参加健康有
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
动等。

健康中原疾控行健康素养有奖竞赛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邀请您参加健康素养知识竞赛答题，答对有红包！

健康生活
预防疾病

答题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答题
参赛方法：扫描每期文尾二维码，关注“河
南疾控”微信平台，点击页面下方【知识竞
赛】栏目即可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