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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河南因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推进
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和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促进外贸继续回稳向好及落实
外资政策措施成效明显，近日受到国
务院奖励。我省在营商环境、内贸流
通、外贸拓展等方面具体有哪些创新
之处？5月4日，记者前往省商务厅、
省工商局等单位进行了采访。

营商环境更宽松

“目前，我省市场主体总量已突
破 522万户，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六
省第一位。”在省工商局负责人看来，
市场主体增长势头持续旺盛，充分反
映出我省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

近年来，我省围绕商事制度改
革，不断打造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
以“三十五证合一”改革为例，该措施
于去年在全省推广以来，实现了“企
业设立3个工作日办结”，为企业设立

和投入经营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人力
成本，获得广大投资者的“点赞”。

“还有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双
随机，一公开’事中事后监管等多项

‘放管服’举措，都在不断改善我省营
商环境。”省工商局负责人说。

我省诚信体系建设成果同样“吸
睛”，对优化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据介绍，我省建设的“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河南）”，归集各类涉企信
息616.53万条，累计访问量达24亿人
次，成为督促企业诚信经营的重要渠
道。此外，省工商系统建立异常经营
名录制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制，
对失信主体全面施行“黑名单”管理，
使失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内贸流通转型升级

省商务厅资料显示，为促进我省
内贸转型升级，我省相继出台了推进
内贸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实施意见、“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

等多项政策。伴随政策的出台和实
施，郑州市完成了国家内贸流通改革
试点任务，还有8个市县同时开展了
省级内贸流通改革试点工作，有力推
动了我省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作为促进内贸流通的重要环节，
我省在促进物流发展上也下足了功
夫。“我省出台了冷链物流、电商物流、
快递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和发展规
划等，已成为中央财政支持冷链物流
发展的省份，有8家公司入选冷链物
流百强企业名单，3家企业位居前十。”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五年来，我省累计支持内贸流通
业发展资金达23亿元，目前商贸服务
业已成为我省重点纳税产业。

外贸持续向好

“通过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推动贸易平
台、出口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
我省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不断增

强。”省商务厅外贸处处长张新亮说。
值得关注的是，为进一步形成外

贸优势，近年来，我省将调整出口商
品结构、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作为外贸
重点工作之一。

据张新亮介绍，我省已建立起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培育具有竞争
优势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走出国门。

“同时，我省也形成了一批具有
一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出
口骨干企业和品牌产品，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三自
三高’产品出口比重日益提高。”张新
亮说。

我省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这从郑州
海关此前公布的我省一季度出口数据
就可看出，食用菌类商品出口同比增长
1.2倍，汽车出口增长22%，太阳能电池
出口增长51.5%等，品牌、智能、绿色的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势喜人，并逐步提
升我省出口商品品质。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5 月 7日，本报一版刊发长篇人物通讯
《大山深处播火人》，讲述南阳市镇平
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扎根
黑虎庙、奉献山区教育的感人事迹。
文章发表后，在南阳教育系统激起强
烈反响。教育工作者们说，张玉滚的
坚守，是走心的坚守，是温暖的坚守；
张玉滚的背后其实就是山区教师群
像，正是他们的无私付出，播下了教育
的火种，点燃了山村的希望，让孩子有

未来，让教育有明天。
“一次偶然的选择，十几年默默地

坚守，为了孩子们，张玉滚练就一身功
夫：掂起勺子能做饭，拿起针线能缝
纫，课桌椅坏了他来修，校舍破了他来
补……这种爱如此深情而博大，如此贴
心贴肺、感人至深。”南阳市第五中学语
文教师匡寒读完整篇报道后含着泪说：

“正是千千万万像张玉滚一样默默奉献
的山村教师，托起了大山的希望。”

南阳市教体局局长张清范说，张
玉滚坚守深山教育17年，事迹感人至
深，精神难能可贵，他是新时代南阳教
育系统优秀教师的代表。近年来，南
阳教育取得长足发展，无数像张玉滚

这样默默无闻、富有教育情怀的普通
教师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张玉滚的家乡镇平县，本报的长
篇人物通讯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镇
平县涅阳二初中校长赵金渊说，张玉滚
无私奉献，淡泊名利，无私无畏，在贫瘠
的山村站立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不为外物所
扰、不为名利所累，身接地气、教书育
人，让青春在奋斗和坚守中绽放光芒。”
镇平县张林镇黑龙集小学教师余新征
读完整篇报道，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从张玉滚身上，我既看到了人间
大爱，也看到了我们山区教育的希望。”
镇平县高丘镇初级中学九年级历史教

师王伟飞说，要做一名优秀教师，不但
要有扎实全面的知识，还要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在三尺讲
台上尽情挥洒青春的热血和汗水。

“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
是农村有和城市一样好的办学条件，
偏远山区有和城市一样充足的师资力
量，这就需要更多像张玉滚一样甘愿
扎根农村的薪火传递者。”镇平县教体
局局长王哲渠说，镇平县已建立多元
化投入机制，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校
办学条件，同时在健全教师补充机制
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师工作待遇，催
生广大教师投身教育、奉献教育的强
大能量。③6

长篇通讯《大山深处播火人》在南阳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用青春点燃希望的火炬

促投资落地 我省创新不止

视觉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5 月 7日，副省长武国定在济源市就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进行调研。

武国定先后到济源市天坛街道
高庄居委会、沁园街道东马蓬居委
会、承留镇花石村和大峪镇王庄村，
实地查看清产核资工作，了解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等情况。

就清产核资工作，武国定指出，
要建立资产管理平台，在巩固现有成
果的基础上，对村民小组的集体资产

开展清产核资工作。要加强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搞好股份合作社的规范
运作，让农村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
值，增加股东分红。同时要进一步做
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监督管好村级
集体资产，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武国定还强调，要结合产城融合
和城乡一体，坚持农旅发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帮扶措施，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贫困群众真
实脱贫、稳定脱贫，高质量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③7

做强农村集体经济 打赢脱贫攻坚战

54万份河南日报“秒变”54万面屏幕

河南首个报纸AR广告今日上线
5月8日，一种全新的广告形式登陆河南。
今天，打开河南日报，读者会惊喜地发现，用手机

QQ扫描第一版右上角“仰韶彩陶坊”报眼广告，广告中
的图片居然在手机上“动”了起来，在手机中播放的31
秒视频动画里，伴随着悠扬的乐曲，陈凯歌导演正在娓
娓讲述7000年的仰韶文化，而斟满的美酒似乎随时都
会溢出屏幕，让人忍不住想要送入口中。

这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携手腾讯QQ-AR团队打
造的第一个报纸AR广告，这极富科技感的读报方式令
平面广告“动起来”，巧妙打破二维与三维的界限，实现
平面阅读和立体影像的无界转换。

今后，一张报纸和一部手机将成为看广告的“新姿
势”。

AR广告 打破次元壁开辟“新蓝海”

此次河南日报首推“报纸AR广告”，无疑为河南广
告界开辟了“新蓝海”。

作为河南省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首
屈一指的政经大报，河南日报一直是各大厂商树立

品牌的首选，但是传统媒体的表现形式也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更多信息的传播。如何将每天覆盖全省
18个地市的54万份河南日报利用好，如何让这一份
报纸承载更多生动立体的信息，是河南日报一直以
来探索的方向。

此次“报纸AR广告”的推出，可以看作是纸媒和互
联网的一次完美结合。AR技术让报纸广告“动起来”，
54万份河南日报“秒变”54万面屏幕，打破了二维与三
维的界限，让广告既保有传统媒体的端庄大气，又具备
了新媒体“酷炫”的视觉冲击力。这次尝试不仅是对媒
体“融合”的全新探索，也将对报纸的传播、呈现方式提
供更加灵活多变的新思路。

AR技术与仰韶文明 历史与现代的碰撞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之一，AR
（增强现实技术）技术突破了空间、时间以及其他客观
限制。据了解，QQ-AR是手机QQ基于AR技术，用
新的交互方式将线上(虚拟世界)与线下(现实世界)“无
缝”连接的新技术，用户通过打开手机QQ，对识别图进

行“扫一扫”就能体验到QQ-AR的功能。在2017年
11月的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QQ宣布将AR技术
正式对外开放。

在今年两会报道中，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携手腾讯
QQ-AR团队探索出了“AR看两会”的全新报道形
式。而今天“仰韶彩陶坊”的广告则是QQ-AR团队与
河南日报在广告领域的首度合作。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仰韶酒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7000年前的仰韶文明，俗话说“五千年文明看河
南，史前文明看仰韶”，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
也是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符号。

借助AR技术，7000年前的华夏文明与代表现代中
国前沿科技的技术发生碰撞，激发出“魔幻”般的色彩。

未来，河南日报还将推出一系列“脑洞大开”的AR
广告，足不出户，就可以饱览祖国大好河山、逛遍绿城
各大商超。

AR看广告，河南日报的“魔法”大门已经打开，让
我们拿起手机一同开启“新视界”。

本报讯 5月 7日，省委宣传部
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议，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主持会议。

赵素萍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发表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
想深刻，内容丰富，是一篇光辉的马
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刻
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
富内涵，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

赵素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
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
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
魂。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

学精悟透用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不断从中
汲取思想营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赵素萍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有为的举
措，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
局面。

会议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③4

省委宣传部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上接第一版）
脱贫攻坚如登山，越到后面越

难。今后三年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

期，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今年我

们要实现 11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3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是我省打响脱

贫攻坚战以来任务最重的一年，“紧

锣密鼓”还不一定能完成，“按部就

班”更不可能，只有深入查摆问题、认

真整改，层层夯实责任，把有效做法

和宝贵经验不断完善发展并长期坚

持下去，把真抓的作风树起来，把狠

抓的干劲鼓起来，把会抓的本领提起

来，才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惟其艰难，方知勇毅；惟其磨砺，

始得玉成。以时不我待的心劲、甩开

膀子的干劲，在集中总攻时责任上

肩、加压奋进，一鼓作气、攻坚拔寨，

我们就一定能高质量打好打赢这场

脱贫攻坚战！3

保持清醒坚定 扛起攻坚责任

（上接第一版）深刻认识共产主义崇
高理想始终是我们党的最高奋斗目
标，矢志不渝为之努力奉献；深刻认
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
忠诚践行指导实践上下功夫；深刻
认识“三次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
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为实现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贡献力
量；深刻认识理论武装、理论创新的
重大意义，加强委员培训和机关理
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本领，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张
牌”、让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指示作
出应有贡献。③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电话：0371-65929999 地址：郑州市花园路66号

持公务卡消费享受特惠房价380元/间·夜

初夏时节，一群女孩在信阳
市平桥区郝堂村享受美好时
光。2011年，该村试点实施“郝
堂—茶人家”项目，将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经济发展、文化涵养和
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短短几
年时间，这里发生了令人瞩目的
变化，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
12 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
单，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美丽
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好一个郝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