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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月 19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在郑州会
见了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创始人兼
主席肯尼斯·贝林一行。

孔昌生对肯尼斯·贝林长期以来
致力于慈善事业表示赞赏，也对他培
养青少年求知欲和组织力的观点表示
赞同。孔昌生说，捐赠给河南省科技
馆新馆项目的动物标本，将会发挥重
要作用，希望通过该项目，增进彼此友
谊。河南将落实好该项目，尽早惠及
广大青少年。

肯尼斯·贝林说，对他来说，捐赠本

身不是目的，希望能够有益于青少年。
中国的孩子非常聪明勤奋，他将不遗余
力帮助建设河南省科技馆新馆。

据了解，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
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肯尼斯·
贝林创建的非盈利慈善机构。2017
年 7月，该机构与省科技馆签订了捐
赠协议，将向省科技馆新馆捐赠不少
于300件、价值约合人民币1亿元的珍
稀野生动物标本，为建好省科技馆新
馆野生动物展厅提供有力支撑。肯尼
斯·贝林一行此次到访河南，将与省科
协共同商议合作事宜。③3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 20日，海
南河南交流座谈会在郑州举行。河南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省政府
副省长何金平，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
海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韵声，省
政协副主席王勇出席会议。

孙守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海南
省代表团来豫考察自贸试验区工作表
示欢迎。他指出，海南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大会和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带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开放的最新指
示来河南调研指导、传经送宝，是我们学
习海南好做法、好经验的难得机遇。希
望琼豫双方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
合作，携手共创改革开放发展新局面。

张韵声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表示
衷心感谢，并全面介绍了海南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
动大开放、大发展的思路举措，希望双方
能在现代农业、旅游等各领域开展全面
合作。

何金平简要介绍了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希望双方发挥各自独特优势，
以旅游业为切入点，扩大开放发展合作
领域，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省商务
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河南自贸试验区建
设情况。

在豫期间，海南省考察团深入郑州、
洛阳、开封等地进行了考察交流。③7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4月 20日，
以“古老的文明，崭新的故事”为主题
的世界古都论坛在洛阳开幕。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国际博物馆协
会前主席汉斯马丁·君特·辛兹，国际
博物馆协会主席代表埃尔玛·诺迪共
同为论坛揭幕。

李亚在致辞中说，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
遗产”。把古都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
举办此论坛旨在搭建不同国家和地
区、相关国际组织之间交流合作的桥

梁和纽带，互学互鉴、加强合作，进一
步做好古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
利用工作，带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开放合作。

关强说，此次来自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聚集洛阳，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新趋势和新方法，必将为古
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对策和支
持，让古都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为人类持续和谐稳定、文明进
步贡献古都智慧。

开幕式后进行大会主旨发言。此
次论坛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古都学
会、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
位专家学者出席有关活动。③7

编者按：7.9%！——2018年第一季度，河南经济交

出了一份有质有量的成绩单。在播种希望的春天里，河

南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前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平稳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开局向好的态势，一系列权威数据更是勾画出今年河南

经济发展的新气象，折射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河南经

济发展的新趋势。③7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4月 18日
至 1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李文慧赴焦作市就新时代地方
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和宪法修正案
的学习贯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丁
巍陪同调研。

李文慧对焦作市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精神，不断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和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焦作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各级
人大积极作为，全市上下凝聚合力，人
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他强调，地方
人大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全力提高工作质量和
水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面担
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
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
代表机关，努力为新时代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新贡献。③6

孙守刚在海南河南交流座谈会上指出

深化琼豫交流合作
共谱开放发展新篇

世界古都论坛在洛阳开幕
李亚关强出席并致辞

孔昌生会见肯尼斯·贝林一行

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
加强“两个机关”建设

抓紧每一天 干好每件事

□本报记者 栾姗 刘红涛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今年第一季度，在国际国内宏观

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河南经济总
量保持 7.9%的较高增长速度，比年
初既定的 7.5%的增速提高 0.4 个百
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第一季度经济
成绩单中，第三产业同比增长9.1%，
第二产业同比增长 7.6%，第一产业
同比增长 3.7%，河南经济由工业主
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态势更加明
显。服务业一路领跑 GDP，引领河
南经济持续稳增长。

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

服务业的繁荣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标志。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E贸易全球
智能物流分拨分拣中心，唯品会、聚
美优品的跨境快件，在6个系统集成
的极速物流分拣带上，完成“全球—
河南—中国”的贸易物流轨迹。“第一
季度，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主要指标全
线飘红，交易额同比增长19.83%，纳
税额同比增长 18.15%，出口额同比
增长20倍。”河南保税集团宣教副总
裁韩爱娟说。

“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陆
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网上丝绸之
路”越来越便捷，河南独特的国际多
式联运优势，让“买全球、卖全球”正

在成为现实，带动现代物流、文化旅
游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一季度，
郑州机场旅客、货邮吞吐量同比分别
增长24.7%和 18.4%，增速在全国主
要机场中分别居第1位、第2位；全省
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18.2%和 19.8%，增速比去年
全年分别提高4.1个和2.7个百分点。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
专家喻新安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特征之一，就是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
长的贡献显著增加。从未来看，随着
产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互联网与传
统产业的融合加深，我省服务业还将
迎来快速发展、深度发展的时期。”

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工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
上汽集团郑州基地，在这座满眼

机器人的现代化互联网工厂里，两条
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每道工
序都有着严苛的时间标准，从上料、

焊装，到喷漆、总装，平均只需 52秒
就能生产出一台车，比行业平均标准
的“分钟工厂”还要快8秒。“一季度，
郑州基地荣威 RX3和名爵 ZS两款
车型累计生产近3万辆，比去年第四
季度的总量提升了 150%。”上汽集
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丁波说。

满负荷生产、零库存销售，市场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我省工业加快转
型发展初见成效，经济运行稳中向
好。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7%；全省工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6.22%，增速同比提高0.71
个百分点；铁路和公路货物发运量同
比分别增长 6.63%和 9.12%，增幅同
比分别提高 2.73 个和 0.07 个百分
点。

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赵西三说：“河南服务业发展比较
快，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基
础，没有先进制造业持续、高质量的
发展，很难支撑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

务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加快发展汽
车、手机、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刻
不容缓，这也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和重点。”

小麦长势总体良好

农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喷三防’马上结束，月底之

前准备再对赤霉病进行喷防，把病虫
害防治好，小麦品质才有保证。”在正
阳县黄磊家庭农场里，黄磊正在小麦
地里查看植保机作业。去年秋播一
结束，驻马店一家种业公司就抢先预
定了他家农场的3800亩优质小麦。

发展优质小麦是“四优四化”的
主要内容之一。我省是产粮大省，今
年小麦播种面积约 8200万亩，其中
优质小麦面积达840万亩，比上年增
加240万亩。入春以来，全省各地切
实加强麦田管理，有力促进苗情转化
升级，苗情转化持续向好。“进入4月
以来，随着气温回升，各种病虫害进
入发生危害高峰期。”省农业厅副厅
长邹庆鹏说，将采取多种措施，提升
病虫害防控能力，实现“虫口夺粮”保
丰收。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李伟说：
“河南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
益优先，紧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一主线，努力推动农业向高质量发
展，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夯实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③7

服务业引领河南经济稳增长

4月20日，一架波音747-400型全货机抵达郑州机场。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
书芳）4月 20日 13时 22分，一架机
尾印着“UPS”字样的波音 747-400
型全货机，缓缓降落在郑州机场停
机坪上。随即，50余吨高附加值快
件开始卸机。与此同时，一架卢货
航全货机满载货物，正准备从这里
飞往日本和美国。

繁忙的装卸场景，折射出郑州
机场红红火火的现状。根据河南机
场集团发布的消息，今年一季度，郑
州机场客运增速居全国千万级机场
第 1 位，货运增速和运输飞行架次
增速居第 2位，运输生产实现“开门
红”。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用航空
局已于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郑州机

场飞行区指标由 4E升级为 4F。至
此，郑州机场正式跻身国内最高等
级机场俱乐部，成为全国第十二个
4F 等级机场。这极大提升了郑州
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为打造国际
航空货运枢纽和国内大型航空枢
纽“双枢纽”提供了坚实基础。今
后，郑州机场可起降世界最大民航
客 机 A380，同 时 可 以 保 证
B747-8F等大型货机的顺畅运行。

今年以来，河南机场集团持续
引进过夜运力、拓展航线网络、增强
货源集疏，客货运输一系列重要指
标均实现大幅增长。一季度，郑州机
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79万人次，
同比增长 24.7%，跃升至全国第 12
位；完成货邮吞吐量11.18万吨，同比

增长18.4%，排名稳居全国第7位；累
计完成航班起降5.24万架次，同比增
长17.6%，位居中南地区前列。

“现在的货机坪越来越忙，一架
架货运包机把各种各样的进口商
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空运而
来，又带着苹果手机、机械设备、服
装鞋帽等转运到世界各地。”河南航
空货运发展公司国际业务部副经理
许宏宴说。进入 4 月以来，全球最
大的包裹快递公司UPS把执飞韩国
仁川至郑州的定期全货机机型从波
音767升级为747，运力几乎翻了一
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州货运
中转和集疏能力不断提升。

郑州机场还新引进了俄罗斯天
门航空，新增郑州—列日、郑州—新

西伯利亚—哈恩等全货机航线，新
增列日、巴库、第比利斯等国际航
点。目前在郑运营货运航空公司、
全货机航线、通航城市分别达到 21
家、34条和 37个，基本形成了横跨
欧亚美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
经济体的航线网络。

客运方面，目前有 54家客运航
空公司在郑州机场运营，经营 194
条客运航线（其中国际和地区航线
26条），通航城市达到112个。一季
度，郑州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完成
44.89万人次，同比增长55.4%；新引
进过夜运力 4架，新增客运航线 30
条，新开至悉尼、莫斯科定期洲际航
线，航线网络通达能力进一步提
升。③6

一季度客货运重要指标大幅增长 今后可起降世界最大民航客机

郑州机场跃至国内“最高等级”

2018年一季度

(上接第一版）生态采摘园、红色文化
展览馆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进行完
美结合。

南乐县决策部门将专业的事交给
专业的人做，对于“大外环水系”、滨河公
园、东湖湿地、森林公园等“大手笔”，聘
请上海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编制城市
绿化总体规划，并采用PPP模式，先后引
进铁汉生态、东方园林、亿利生态等上市
公司参与其中，着力锻造城市品质。

“大刀阔斧”的生态建设，换来南
乐“城在林中、水在城中、路在绿中、人

在景中”的新风貌，也为南乐人带来有
关良好生态的“小确幸”。“南乐境内有
四大河流，将这些水系贯通起来，实施
湿地和中水回用项目，能够达到净化
水质和水资源再利用的目的。”南乐县
有关负责人说。

乐西湖是马颊河国家湿地公园的
核心区，生态好转让这里成为不少珍
稀鸟类迁徙途中的“驿站”。“我在这儿
拍到过白天鹅。”摄影爱好者刘智松对
记者说，“水清了，地绿了，天蓝了，不
止鸟儿高兴，咱老百姓更开心！”③7

(上接第一版）
通过实施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计

划，努力构建“引进一个团队、落地一
个项目、做成一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河南大爱科技有限公司引进胡大一院
士团队 3人；欧洲农业物理（新乡）研
究院引进以乌克兰国家农业科学院拉
迪卡院士为主的国际专家团队 7人；

河南百合特种光学研究院引进英国南
威尔士大学光电学院专家团队4人。

创新体系的完善发展，对红旗区的
经济发展正产生着巨大的“推动力”。据
介绍，在区域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
下，2017年，该区完成公共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7.09亿元，同比增长10.5%，绝
对额和增幅均居新乡四区第一位。③3

红旗区 创新发展如火如荼

南乐县 绿水交融亦城亦景

工作人员在装卸货物。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郑州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79万人次

同比增长24.7%
跃升至全国第12位

完成货邮吞吐量11.18万吨

同比增长18.4%
排名稳居全国第7位

累计完成航班起降5.24万架次

同比增长17.6%
位居中南地区前列 制图/张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