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0
模式

◎海关对现行
进出口货物设
置了不同的监
管方式

◎2014年 8月
1 日由海关总

署批准，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10”，全称“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简称“保税电商”

◎“1210 模式”是河南保税集团首
创的“保税区内备货+个人纳税+邮
快递终端配送”监管服务“郑州模
式”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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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姚宇）7月 11日，记者从河南保税集
团获悉，卢森堡当地时间7月10日上
午，中国（河南）—卢森堡跨境电商试
点项目谅解备忘录和“空中丝绸之
路”建设相关项目在卢森堡商会会议
中心完成签约，这标志着中国跨境电
商“1210模式”海外复制推广走出关
键一步。

据介绍，本次跨境电商试点签约
双方为卢森堡大公国政府和河南保税
集团。双方约定将在卢森堡建立跨
境电子商务领域试点，旨在复制中国
跨境电商“1210模式”。这是“1210
模式”在海外的首次复制尝试。

作为跨境电商“1210模式”的首
创者，自2014年起，河南保税集团积
极投身“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大力推
动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仅河南保税物
流园区累计实现进出口350.23亿元，
为国家和地方纳税39.5亿元。此次
卢森堡跨境电商试点项目的顺利实

施，将为“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电
商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进而为“网上
丝绸之路”建设带来新契机。

未来，随着卢森堡试点的推进，
借助网上、空中和陆上丝路的联动，
中欧经贸、文化往来也将越来越频
繁。③6

河南跨境电商试点项目
落户卢森堡

□本报记者 杨凌

2018年世界杯，来自全球各地的
球迷更多地认识了来自中国的宇通客
车。

在球员入场的画面中，在服务球
迷的车辆中，人们多次发现宇通客车
的身影……在这场世界瞩目的赛事
中，300 多辆宇通高品质定制客车投
入交通运输工作，在服务世界杯的众
多客车品牌中，数量排名第一。

而在整个俄罗斯，已有 3233辆宇
通客车正持续为城市运输服务，从波
罗的海沿岸至远东地区广袤的土地

上，随处都能看到宇通客车驰骋的身
影。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宇通
客车在世界杯的精彩亮相，正是其多年
深耕俄罗斯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通
过参与国际竞争，宇通客车与世界共
同成长，从产品输出、人力输出到技
术输出、服务输出，致力于“为客户创
造更大价值”，以宇通客车为代表的
中国品牌正以品质领航，与各国合作
伙伴一道，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
来。

世界杯期间，赛场外、城市里频频
出现的宇通客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我们全家这次来俄罗斯旅游，看
世界杯，整个行程旅行社安排乘坐的
都是宇通车，在国外，能坐着自己国家
的车旅游，那种感觉是非常骄傲和自
豪的！”世界杯赛场外，来自杭州的李
先生兴奋地告诉记者。

（下转第七版）

深耕深耕““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播撒中国种子播撒中国种子

宇通客车宇通客车：：与世界共同前行与世界共同前行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亮相世界杯是宇通开
启远东地区新征程的起点”

盛夏时节，我省多地
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暑期活
动 ，让 孩 子 们“ 快 乐 一
夏”。图为 7月 7日，孩子
们在河南艺术中心的舞台
上表演舞蹈。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欢乐暑假
多彩童年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刘景
澎）7月 10日，记者在河南华莹鞋业（睢
县）有限公司体验了一款拥有11项专利
的智能鞋。穿上鞋子后，电视屏幕上出
现60多款游戏，引导体验者跑步、跳跃，
通过夺宝、过关和晋级等方式获取知识。

曾以代加工、粗加工和低端产品生
产为主，赚取微薄利润的睢县制鞋和电
子信息两个主导产业，如今正在进行着
一场由“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升级。

“2017年我们拿出5000万元科技
创新资金奖励 26家重点企业，有效调
动了企业革新的积极性。”睢县县长曹
广阔介绍。

在河南嘉鸿鞋业有限公司，记者
看到，新引进的激光切割生产线可一
次切割 12层布料，由 4个人操作的激
光设备，生产速度超过了原来的一条

40 个人的生产线。“以前生产不够精
细，大多走低端市场。目前我们靠设
计研发和高端生产，中高端市场占有
率越来越高，2017年产值超过了2.6亿
元。”该公司董事长贾保平说。

随着科技化、智能化改造的不断推
进，2017 年睢县制鞋业产能超过 1亿
双，产值突破百亿元，（下转第二版）

巩义 党建引领脱贫路
睢县 创新托举转型梦

实践者说
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培育工业发展新动力，塑造

工业发展新优势，加快形成“微成

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创新

型企业集群，培强骨干企业，进一

步夯实产业富民强县的基础。

——睢县县委书记吴海燕

□刘婵

争做出彩河南人，就要涵养献身河

南的精神境界，不计得失，不怕牺牲，为

河南发展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奋斗

实现人生价值，用实干圆梦伟大时代。

但凡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离不开一

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讲奉献，就要有一

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

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

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

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

奉献。”富有质感的朴素话语，发人深省。

光阴荏苒，“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

誓言。无论是立志“生也沙丘，死也沙

丘，父老生死系”的焦裕禄，还是誓言“不

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的

谷文昌；无论是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献出全部力量的许帅，还是

为带领群众脱贫耗尽最后一份心力的

驻村第一书记赵超文……在风雨的洗

礼中益彰其华，在执着的奋斗中锻造其

纯，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党员的无私奉献，

我们开创并倾情为之奋斗的事业，才得

以蒸蒸日上，不断开辟新的境界。

奉献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白衣天

使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待病人如亲

人，是奉献；大国工匠日夜攻关，使“河

南创造”享誉世界，是奉献；快递小哥穿

梭于大街小巷，用汗水浇灌数字经济的

参天大树，也是奉献；环卫工人无论三

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日复一日美化城

市，还是奉献。“如果你是一滴水，是否

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

最小的螺丝钉，是否永远地坚守着你生

活的岗位？”奉献精神，从来都不是空泛

的、抽象的，默默奉献润物无声、绵绵长

长、平平实实，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

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

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亟待我

们激荡新气象、奉献新作为。实现中原

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需要豪情万丈的

干劲，更离不开点点滴滴的付出。献身

河南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气度，

为事业而忘我、为“大我”而弃“小我”，

创造惠及长远、造福后代的功绩；献身

河南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

当，以“铁杵磨成针”的坚强毅力，“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的奉献精神，担负起“跑

好自己这一棒”的历史使命。勿忘昨天

的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不负明天的

梦想，更加美好的河南，将在亿万中原

儿女的共同努力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奋斗中变为现实。3

涵养献身河南的精神境界
——谈谈争做出彩河南人之三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7月11
日，探访巩义党建“亮点工程”的记者来
到位于大峪沟镇的将军岭上，只见20多
万块太阳能板密布荒山，阳光照耀下闪
闪发光，煞是壮观。该镇党委负责人介
绍说：“仅其中用于扶贫的0.5MWp集
中式光伏电站，每年30万元收益分给扶
持的106户贫困户，分红持续20年。”

这是巩义市党建引领扶贫攻坚的
一个镜头。近年来，该市坚持党建引
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赢得良好发展
新局面。

根据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巩义提出
以工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新型城镇化
建设、旅游突破带动三产提升、与郑州
互联互通四个方面为着力点，加快实现
经济实力、城镇建设水平、现代服务业、
人民生活质量和党的建设水平“五个显

著提升”。围绕这一目标，巩义构建了
党建引领的工作推进格局，把干部的兴
奋点、着力点引导到加快发展上来。

为决战决胜扶贫攻坚，巩义特别
注重优队伍强堡垒，把基层党组织打
造成脱贫“一线指挥部”。优选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推动人员、资金、资源
等下沉一线。（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站位“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巩

义赢得了发展新局面。下一步，巩

义将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

中原更加出彩的大局中勇于担当，

作出新贡献。

——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

暴雨将至 做好防范
7 月 11 日，今年第 8 号台风

“玛莉亚”（强台风级）的中心登陆

福建沿海。受此影响——

我省大部有雨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部分地

区有大雨或暴雨
今天夜里到明天，京广线以西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

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他部分地区有阵雨

交通出行提示
郑州东站有多趟列车受影响，东南沿海城市尤其是福州、厦

门、晋江到郑州的航班受影响较大（本报记者 李若凡 宋敏 整理）

本报讯(记者 师喆)7月10日晚，
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18《财富》中国
500强排行榜，我省共8家企业上榜。

此次上榜的 8 家豫企分别为：
万洲国际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安阳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建业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今年河南

新上榜和重新上榜的公司分别是洛
阳钼业与建业地产。

据了解，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
以 1510.98 亿元的营收在榜单中排
名第 55位，位居食品行业首位。受
益于钴价上涨，洛阳钼业以 241.48
亿元的营收排名第306位。

该榜单由《财富》（中文版）与中
金公司财富管理部合作编制，考量
了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
在过去一年的业绩。②30

2018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

我省8家企业上榜

中国股市新观察
对于中国A股的投资者来说，眼下这段日子有些难熬。受

中美经贸摩擦等多种因素影响，去年“白马行情”带来的喜悦早

已消散，如今面临的是股指走低的迷茫。人们疑惑：A股为何会

出现这一轮下跌？调整是否已到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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