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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半年河南经济
新气质新变化新出彩⑤

1 新动能强势发力

今年 6月的最后一天，我省外贸进出
口最终以2128.5亿元人民币总值和2.1%
的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下同）收官，守
稳了全国外贸前十的位置。业内人士称，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就在一季度末，全
省外贸增速还呈现负数。

在逆势中发力，全省进出口增速由负
转正，得益于开放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新动
能的活力迸发。

通过郑州海关发布的数据可发现，今
年上半年，全省外贸总值的30.9%来源于
民营企业的贡献。目前，我省有实际进出
口业绩的企业约 6300家，而其中民营企
业就近 5100家，进出口值超过 1亿元的
民营企业有55家。

日益扩展的规模和不断提升的外贸
能力，让民营企业在全省改革开放这盘大
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由此
推动全省外贸主体、贸易方式、贸易对象
在结构上发生着质的改变，释放出新的动
能。“河南外贸主要依靠较少数量的国有
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大格局正逐步改变，全
省贸易活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显著增
强。”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不断优化的外贸结构相匹配的，是
全省不断提升的外贸服务新能力。

今年 7月 18日，是中欧班列（郑州）5
周岁生日，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为全省
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答卷：每周“八去八
回”均衡往返满载运行，货值、货重等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全国中欧班列前列。货源
地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24个国
家 126 个城市，境内外合作伙伴超 3000
家……

“不断优化的外贸服务能力，是中欧
班列（郑州）发展的最大动能。”郑州国际
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明说，
在打造适应客户需求的外贸物流服务上，
中欧班列（郑州）可谓下足了功夫，先后自
主开发网络订舱服务平台、集装箱管理系

统、公路物流系统等30多个信息系统；推
出的冷链物流恒温仓，成为“丝路”上一票
难求的“网红仓”。

均衡发展的外贸主体是基础，高品质
的外贸服务是优势，二者互相推动，为
全省的高质量开放释放出源源不断的
推动力。

新业态展露锋芒

“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新业
态、新模式，具有高成长性，必将影响世
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在5月 10日举行的
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阿里巴
巴集团副总裁邢悦十分肯定地说。

纵观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数据，跨
境电子商务这条“网上丝绸之路”已明显
成为我省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今年 1至 6月份，郑州海关共监管跨
境 电 商 进 出 口 清 单 4560 万 票 ，增 长
18.7%，进出口商品总值 60.5 亿元，增长
20.7%。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跨境电商出
口清单增长了 1.3 倍，货值增长了近 4
倍。

在海外建立营销渠道、创立自主品
牌、增加跨境电商投入……近年来，宇通
重工、黎明重工等一大批工业制造企业
的跨境电商业务额保持年均 20%至 30%
的高速增长；郑州人民电缆、新密耐火材
料等面临生存困境的传统企业，乘着跨
境电商的东风，业绩扭亏为盈……作为
一种新的国际贸易业态，跨境电商正带
动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投身到开放的浪
潮中，推动越来越多的河南制造走出国
门。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领域还吸引了大
批资金涌入。在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商大
会期间，仅在郑州 EWTO核心功能集聚
区举行的业务洽谈会，就吸金 230亿元。

“跨境电商正在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重
新洗牌，河南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在为开
放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必将提升其在国
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对境内外投资者的

吸引力。”邢悦表示。
话语权的提升，还来自于传统贸易的

新转变。通过涉足新业态、新经济，上半
年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
业务大幅飙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5倍
多。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认为，我省企业
海外投资项目正经历从低端、传统行业到
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航空、医疗、生物
制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涉足，将成为拉动
全省外贸质量跃升的关键一招。

新战略潜力无限

年中节点上，我省深化改革开放的一
系列新战略，相继落子布局。

6月 27日，河南卢森堡中心在郑东新
区正式开工建设，作为郑卢“空中丝绸之
路”的又一重点项目，该中心建成后将提
供全方位的涉外专业服务，有力推动“空

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并为全省“走出去
引进来”提供更加高端的运行载体。

围绕“空中丝绸之路”的新布局，并未
止于此。十多天后，中国（河南）—卢森堡
跨境电商试点项目谅解备忘录在卢森
堡签约，出自河南的跨境电商“1210模
式”正式走出国门，在海外进行复制推
广。

在卢森堡执笔签约的河南保税
集团相关负责人马自强说，卢森堡跨
境电商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河
南跨境电商发展拓展新市场，构筑全球

贸易新通道，为全省对外开放带来新机
遇。

好模式走出去，好政策引进来。经过
充分准备，郑州作为中欧班列运邮试点城
市的申请也于近日正式获批，这也是继重
庆、东莞、义乌之后，中欧班列的第四个运
邮试点城市。

据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初步推算，依托
这一试点，以往跨境贸易中一些内地航空
禁运的出口邮件，将可通过班列渠道走出
国门，而此举也将推动我省更多企业开展
国际贸易，进一步壮大全省外贸规模。

充分发挥“空中丝绸之路”重节点机
场地位，在取得货运运力、全货机航线数
量、航班量及通航城市数量均居全国第 5
位的好成绩后，郑州机场再落下开放关键
一子。

不久前，《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
略规划》正式印发。该规划提出，到2035
年，郑州机场航空货运、客运吞吐量进入
全球前列，形成 4小时覆盖全国、20小时
服务全球的机场货运综合交通体系。未
来的郑州机场，将撬动全国乃至全球的航
空运输市场，为中原开放提供更坚实的支
撑力量。

改革激发活力，开放撬动潜力，创新
提供动力。犹如一个个新动力源，我省围
绕改革开放谋划的新战略、新布局逐步落
地发力，将从根本上推动河南实现外贸进
出口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构筑起全省高质量开放的新格局。③4

动能释放 构筑高质量开放新格局

□本报记者 孙静

新时代的河南因开放而

自信，因高质量开放而出彩。

今年以来，在严峻复杂的

国际形势下，我省外贸保持十

足韧劲，空中、陆上、网上三条

“丝绸之路”齐发力，外贸主体

增多变强，贸易新业态效益明

显，开放新战略相继布局，全

省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改善，

高质量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上半年我省外贸部分成绩单

民营企业

全省外贸总值的30.9%

来源于民营企业的贡献

我省有实际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约6300家，而其中民营企业就

近 5100家，进出口值超过 1亿

元的民营企业有55家

中欧班列（郑州）货源地

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24个国家126个城市

境内外合作伙伴超3000家

中欧班列(郑州） 跨境电商

5100家

30.9% 3000家 60.5亿元

今年1至6月
郑州海关共监管跨境电商
进出口清单4560万票
增长18.7%
进出口商品总值60.5亿元
增长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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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在沁阳市崇义镇崇义村，一座特别的坟茔静静坐落在村北的
陵园，这里是烈士杨介人的安息之地。墓碑正面雕刻着中国共产
党党旗和松柏图案，背面镌刻铭文：杨介人，曾用名杨介臣，字廉
泉，河南省沁阳市崇义村人……

杨介人青少年时先后就读于本村私塾和武陟县河南省立第二
商校，从小就勤奋读书，立志救国救民。

1919年 12月，杨介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与同在法国
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并创办了《廉
泉周刊》。192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和聂荣臻一起去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秋回国后，杨介人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安阳负责邢
台至新乡京汉铁路沿线以及汲县到博爱道清铁路沿线的工运、农
运、学运工作，并先后担任安阳县委书记、汲县地委书记等职务。
1925年，他组织发动焦作煤矿和六河沟煤矿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1926年春，杨介人到广益纱厂（豫北棉纺织厂前身）帮助成立
工会，领导工人开展反饥饿斗争。同年秋，他又到安阳县当中岗等
农村，发动贫雇农组织农民协会与抗袁联合会，开展抗捐抗税斗
争。在他的努力下，豫北农民武装天门会两次击溃奉军驻岳城的
部队，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有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介人一度离开安阳，在沁阳、温县等
地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地下党组织，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
1928年冬，因叛徒的出卖，他在安阳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多方营救
获释。

1930 年到 1932 年，杨介人在安阳领导工运，曾多次回到沁
阳、温县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为当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1933年，他在林县发动天门会农民武装起义，失
败后转往天津，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36年 12月，因组织越
狱未成，杨介人被反动派残酷杀害，时年37岁。就义前，杨介人正
气浩然，挥笔写下：

反动势力休猖狂，怎知真理胸中藏。

真理唤起民众志，团结斗争有力量。

党的领导是表率，纪律严明是保障。

国强民富是宗旨，反动势力必灭亡。

杨介人遇难后，亲属将其遗体运回家乡，于 1937年 3月入殓
安葬。1946年春，沁阳县解放，追认他为烈士。据村民介绍，杨介
人有两个儿子，均已过世，孙辈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如今，杨介
人的故居已成为一座纪念馆。

7月 24日，讲解员杨国告诉记者，纪念馆建成后，不断有人前
来瞻仰，并被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动落泪。在留言本上，一位参观者
写下这样的话：“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缅怀杨介人同志，
就要学习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学习他敢把革命道路
走到生命尽头的坚定信念。”③8

本报讯（记者 卢松）“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今年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 91周年。7月 25日，记者从省双拥办了解到，省民政
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扎实做好
节日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紧密结合实际，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
双拥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评选表彰“优秀退役军人”“最美军嫂”“情
系国防好家庭”等双拥先进典型，组织开展拥军文艺演出、书画摄影
展览等活动，唱响主旋律，提振精气神，推动兴起新的双拥热潮。

军爱民，民拥军。通知提出，各地要利用走访慰问、节日联谊、座
谈交流等时机，大力开展“双助双促”活动（即地方助力改革强军，促
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部队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相互了解驻军部队改革调整和地方建设的情况，听取有关需求建议，
协商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助推军队改革和地方建设顺利实施。

通知要求，军地各级要牢固树立共享发展理念，下大力气研究
解决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军民。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7月 25日，记者从中铁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由该企业承建的机械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程机械（掘进设
备）郑州站培养、鉴定的第一期学员日前顺利结业，成功获得首批
盾构机操作工资格认证证书，即盾构机“驾照”。

据悉，此“驾照”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以及
技师（二级）与高级技师（一级）共五个级别，由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颁发，是目前我国唯一对盾构机操作工的权威认证。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是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批准授权，负责组织实施机械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的机构。今年 4月，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成功获批工程机械行业
职业技能鉴定站，成为国内首家被授予隧道掘进设备操作人员及
维修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能力认定资质的鉴定站。③4

杨介人：豫北革命运动的先驱

★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我国首批盾构“驾照”发放

省民政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发出通知

做好“八一”期间双拥工作

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售
货员正在摆放进口商品。②10
本报资料图片

7月 25日，以“热爱新疆牵手哈密”为主题的豫哈青少年夏令
营在新疆哈密开营，来自郑州和哈密当地的80多名师生参加了活
动。图为小朋友们在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参观。⑨3 蔡增乐 摄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上半年我省实际吸收外商投资 9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完成全年目标
的 52.9%。劳动力成本上涨、资源土地
约束加强、外资全面“国民待遇”化……
利用外资的传统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
我省实现利用外资稳步增长的内生动力
从何而来？7月 24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和有关人士。

首先是河南的机遇越来越多。近年
来，随着“三区一群”等国家战略纷纷落
地，我省形成了战略叠加的发展优势。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点发展电子
信息、物流业等航空偏好型产业，特别是
大力发展智能终端、生物医药、精密制造
等产业；河南自贸试验区将在多式联运、
现代物流、跨境电商等方面大胆创新；郑
洛新自创区将优先发展生物育种、通信技
术、超级电容、工业CT四大创新引领型项
目。“有国家战略作为支撑，外资企业投向
更加明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次，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外企得以

投向更多产业领域。2018年版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6月底正式出炉，明确在22
个领域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其中，我国
要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
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更是引
人注目。今年上半年，法国电力公司在三
门峡投资6275万美元设立了法电（灵宝）
热电有限公司；华润集团在安阳投资 2.6
亿美元设立了华润风电（安阳）有限公司；
光大环保在商丘投资7890万美元设立了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柘城）有限公司……

在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
才看来，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投资便利化措
施的推行，也是吸引外资稳步增长的重要
原因。2016年10月1日，国家实行负面清
单以外的外商投资由逐案审批改为备案
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
记“一口办理”是这一举措的接力措施。

6月29日上午，河南省外资企业设立
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正式上
线运行，我省如期完成商务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部署的 6月 30日前完成“一口
办理”的目标任务。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 月
24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1~6月份，我省共新设立外商投
资 企 业 103 家 ，同 比 增 长
10.8%。实际吸收外商投资 9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完成全
年目标的52.9%。

从省商务厅提供的材料看，
今年新设立外资企业投资规模
较大。上半年全省新设投资额
1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 42 个，投
资总额 81.5亿美元，占新设项目
总数的 40.8%，占新设项目总投
资额的 98.4%。投资 5000 万美
元以上的大项目 14 个，投资总
额 76.8亿美元，占新设项目总投
资额的 92.8%。

正大、华润、法国电力、京东
等 知 名 企 业 在 豫 扩 大 投 资 规
模。泰国正大集团把河南作为
战略投资区域，加快在我省的投
资步伐，在濮阳投资 2.3 亿美元
设立了濮阳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在商丘投资 6524万美元设立了
正大猪业民权有限公司、投资
9480 万美元设立了民权正大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在平顶山投资
9542 万美元设立了郏县正大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③4

上半年我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3家
同比增长10.8%

我省吸引外资缘何实现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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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纷纷落地，河南的机遇越来越多

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外企得以投向更多产
业领域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投资便利化措施的推行

增长的内生动力从何而来？

新设外资企业中，投
资 5000 万美元以上
的大项目 14个，投资
总额76.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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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省吸引外资
实现稳定增长

实际吸收外商投资
93.8 亿美元，同比增
长4.9%，完成全年目
标的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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