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一带一路”国家海关贸易便利化高级研讨班

化肥少用了
两成，但玉
米亩产仍达
到557公斤

557
公斤

□本报记者 孙静

近年来，匈牙利与河南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尤其是中欧班列（郑州）
的开行，也为双方带来更多利好。9
月 18日，“一带一路”国家海关贸易
便利化高级研讨班的嘉宾、匈牙利国
家税务与海关署国际司司长克里斯
托夫彼得·巴凯表示，郑州已经成为
欧洲商品在中国的集散中心。

“匈牙利是最早进口中国商品的
欧洲国家之一。目前，包括很多河南
客商在内的中国企业家在匈牙利经
商，作为海关部门，我们非常支持并

十分看好匈牙利与河南之间的贸易
往来，通过定期举办合作活动和论
坛，积极促进双方贸易便利化。”巴凯
先生说。

在巴凯先生看来，中国推行的
“一带一路”倡议与匈牙利主张的“向
东开放”政策及文化战略十分契合，

“匈牙利愿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
国家开展各领域的合作。”

在中东欧，匈牙利发挥着重要的
交通枢纽作用，其首都布达佩斯是中
欧班列（郑州）在欧洲重要的集货中
心，“我们十分重视中欧班列（郑州），
包括匈牙利的红酒、农产品在内的众
多欧洲商品通过班列出口到中国，河
南的交通优势让郑州成为欧洲商品
在中国的集散中心。”巴凯先生说。

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海关所提
出的基于云数据的监管解决方案让
巴凯先生十分期待，“信息的流通性、
可靠性和时效性非常重要，我们希望
通过与中国海关的合作，缩短信息流
通时间，及早进入通关环节，从而使
贸易更加便利。”③6

□本报记者 孙静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沿线
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气象？9月
18日，在郑州参加“一带一路”国家海
关贸易便利化高级研讨班的嘉宾、波
兰财政部海关署署长马格达莱娜·列
兹科夫斯卡，用一组数据形象展示出
这种变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前，
波兰同中国的国际贸易年增速一般
稳定在4%左右，而近两年来，这个增
速提高到了13%。与此同时，中国运
往波兰的集装箱数量也从以往的每
年 7000 多个，增长到 2017 年的 1.9
万个。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有

力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
展。”列兹科夫斯卡女士说。

虽然是首次到河南，但列兹科夫
斯卡女士对河南却早有耳闻。她说：

“波兰的马拉舍维奇是中国货物进入
欧洲的门户，同样也是中欧班列（郑
州）辐射欧洲的重要集疏点，中欧班
列的运行极大方便了中国与欧洲之
间的货物运输，也为双方带来更多合
作机遇。我们希望在中欧班列（郑
州）基础上，与河南在更多领域开展
更广泛的合作。”

列兹科夫斯卡女士表示，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各国海
关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遇到了相
同的问题，这次来郑州参加研讨班就
显得尤为重要。研讨班将促使各国
海关高层深入了解他国海关的战略、
目标和任务，也将促进各国海关积极
学习他国富有创新性的监管方案。

“波兰海关目前已经确定了 2018 年
至 2019 年的行动计划，希望与中国
海关在双边合作的框架下，在贸易进
出口、业务培训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
的交流与合作。”③8

□本报记者 温小娟

9月 14日至 16日在武汉举行的
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迎来了52个国
家和地区的报刊及出版单位前来参
展，展出期刊9000多种。在传统期刊
发展遇到“瓶颈”、受到互联网和新媒
体巨大冲击的转型时期，每个参展商
都费尽心思展现自己“最独特”的一
面，其中，“期刊+二维码”是最常见的
一种方式，还有一些期刊推出APP或
现场互动教学、延伸到线下服务等。

触屏时代，豫版期刊在创新业
态、创新产品方面有何新亮点？如何
转型升级？

此次刊博会上，河南馆汇集了
社科、文学艺术、生活服务、教育辅
导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河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摆放《世界编织》《毛线
秀》等期刊的展台中间，摆放了可爱
又精致的毛线布偶、毛线地毯等手
工产品，还有现场教学互动，吸引了
众人的围观。“这是你们期刊的延伸
服务吗？”面对众人的疑问，河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李坪渌解释，
随着人们对慢生活以及休闲生活的
追求，我们针对期刊内容开发出一
系列衍生产品，让传统手工从“纸上
谈兵”成为“真枪实战”。

李坪渌说，在互联网时代，传统
的售卖理论已经行不通了，我们根据
期刊上的特色元素进行产业化，通过
素材供应、专业培训、网络大学等一
条龙服务的方式，实现“内容提供商”
向“服务提供商”角色的转变。

近年来，我省期刊业在融合创新
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全省 243家
期刊中，有 132 家实现了互联网出

版。一些期刊推出了移动客户端，开
展微博微信营销、电子商务等，探索出
适合自身发展的盈利模式。截止到
2017年底，河南省期刊平均期印数为
341.9 万册，总印数为 8582.34万册。
2017年与 2016年相比，总印数增长
3.27%，实现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挑战与机遇碰撞，传统与创新交
融。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利用好了会
成为传统期刊腾飞的“翅膀”。刊博
会期间，河南的少林功夫、太极拳表
演圈粉无数，人们见到《少林与太极》
这本杂志时更是惊喜不已。该杂志
把图片式的教学内容和手机视频相
结合，用手机轻轻扫一扫，少林、太极
功夫的“一招一式”便展现在眼前，表
演、教学、武术动态一应俱全。《少林
与太极》杂志社总编赵国华说，当下，
互联网、新媒体是绕不过去的，必须
顺应时代发展才能走得更远。我们
杂志在坚持原创基础上，在图文视
频、线上线下结合等方面下足功夫，
出版发行实现了稳步发展。

采访过程中，许多期刊界人士坦
言，虽然90%以上的期刊积极融合发
展，但总体质量、传播力、影响力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小
散弱”等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问
题严重。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
表示：“期刊业一方面要继续做强做
深传统纸媒，另一方面要推动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期刊与科学技术、期刊
出版与新兴文化产业这三个方面的
融合发展，后者是未来期刊业发展着
力的重要方向。”他认为，在融合过程
中，期刊业更应该注重知识服务与信
息服务，这是传统出版的着力点，也
是未来最大的增长空间。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康帆

“好山好水养好果。淅川的软籽
石榴果形、果色、果肉俱佳，肉汁率达
91.4%，含糖量 14.5%左右……”9 月
17日，淅川县副县长方松海在阿里巴
巴集团举办的“首届丰收购物节”上当
了一把代言人，一个劲儿地为淅川县
的软籽石榴做广告。

在淅川，万亩软籽石榴基地里鲜
红的石榴挂在枝头，偶遇上一两个咧
开了“嘴巴”的，露出晶莹如宝石般的
籽粒，诱惑着游人。

“明年淅川要办第一届石榴节，这
石榴就跟我们的日子一样要越来越红

火了。”在豫淅红软籽石榴基地，老城
镇杨山村的杨超峰对软籽石榴有着特
殊的感情。

杨超峰一家 7 口人，母亲行动不
便，父亲患有血栓，妻子患心脏病，都干
不了重活，家里还有 3个上学的孩子，
生活重担全压在杨超峰一人身上。农
忙时，杨超峰一人要料理 12亩地的庄
稼，农闲时，就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
工补贴家用，日子十分拮据。2016年，
老城镇引进了豫淅红生态农业公司，在
杨山村等地大力发展软籽石榴产业，杨
超峰将自家的 12亩地流转给企业，自
己则成为第一批产业工人。

“土地流转费一年 6000 元，在公
司打工每月 3000元，再加上到户增收

的分红，一年收入 4万多元，比以前强
多了！”杨超峰说，今年的石榴又是个
丰收年，他期盼着这些红红的石榴能
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贫困户实现脱贫
致富的愿望。

如今，淅川4.12万亩的软籽石榴，
已经成为该县保水质、促民富产业“菜
单”上的优选项。为了让软籽石榴惠及
更多群众，淅川县出台软籽石榴等产业
发展扶持激励政策，通过举办石榴赏花
旅游节和采摘节，初步打响了淅川软籽
石榴品牌，催生了仁和康源、丹圣源、豫
淅红等一批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有2
万余贫困人口通过产业发展年人均增
收2200元以上。丰收的石榴映红了渠
首群众的致富之路。③6

这次第，怎一个“枣”字了得
——“出彩河南干中来”驻地记者交流采访系列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
有力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专访波兰财政部海关署署长马格达莱
娜·列兹科夫斯卡

郑州成为欧洲商品
在中国的集散中心

——专访匈牙利国家税务与海关署国际司司
长克里斯托夫彼得·巴凯

触屏时代
豫版期刊如何转型发展

出彩中原庆丰收

9月 18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正在
抓紧时机抢收水稻。金秋时节，稻谷飘香，该县80多万亩水
稻一片金黄，正处于收割季。当地农民喜迎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⑨6 谢万柏 摄

石榴映红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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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化肥用的
少了，玉米的产量会不会受到影响？
9月 19日，省农科院在遂平县和兴镇
大刘庄村一块玉米地举行“豫南夏玉
米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与示范”观
摩会，现场测产玉米亩产达到 557公
斤。这一数据表明，虽然化肥少用了
两成，但玉米同样能够实现高产。

为贯彻原农业部《化肥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我省遴选 13个
县(市、区)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试点，
并把玉米、蔬菜、果树作为化肥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的试点作物，全力推
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根据农业种
植结构地区差异和施肥现状，我省把
玉米种植区域划分为豫东豫北平原
区、豫南平原区等减肥增效类型区，
稳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大刘庄村这块玉米测产田就是
今年豫南夏玉米“减肥减药”的示范
田之一。田地的主人刘国富今年种
植夏玉米 800亩，其中 100亩进行减
肥示范。正常地块每亩地上化肥 60
公斤，而示范田每亩地只上复合肥45
公斤，刘国富说：“化肥上少了，产量
不减少，效益增加了。”

为什么会“减肥”不减产？“关键是
施肥科学了。”省农科院资环所杨占平
研究员解释，农民在种植玉米时普遍存
在“选肥随大流，施肥凭感觉”的问题，
施用化肥品种随意，施用的量也大，尤
其是氮肥的用量大。结果，上的化肥
多，玉米也不增产增效。根据这种情
况，专家们对示范田进行测土配方，根
据土壤情况、作物需求科学合理施氮、
磷、钾等肥料；对玉米病虫草害进行全
程预测预报，采用有针对性的新型高效
低毒药剂，农药减施约三成，实现了化
肥农药减量和农业增效的双重目标。

“不论从控制面源污染保护环境，
还是降低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农业

‘减肥减药’都势在必行。”杨占平说，当
前玉米虽然面临阶段性过剩，但仍是我
省秋粮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针对玉
米种植实施减肥减药增效，对全省化肥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促进我省农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③9

化肥少用两成 产量照样不减

豫南夏玉米
“减肥”成功

●● ●● ●●

品牌化是农产品发展的必
由之路。通过走标准化、
工业化、品牌化之路，新郑
红枣成功地由一产走到二
产，今天又利用枣乡游、工
业游向三产进发。

刘建武
新郑市委书记

□本报驻信阳记者 胡巨成
本报驻郑州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时维九月，金风送爽。郑韩故地
上的枣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9月 16 日晨，记者驱车行驶在新
郑红枣主产区孟庄镇和薛店镇，但见
道路两侧全是成片的枣林，虬曲盘旋
的枝丫上缀满了一簇簇红枣，珍珠玛
瑙般瑰丽非常。枣农们扛着竹竿在枣
林里穿梭，一竿下去，落红一片，欢声
笑语，荡漾林间。

薛店镇花庄村张军峰祖上传下来
的上百棵老枣树让他赚得“盆满钵
满”。他告诉记者，“现在正是‘枣乡
风情游’期间，游人很多，好鲜枣每斤
10 元左右，根本不愁卖，一早起来打
上几百斤早早就能卖完。”记者见他的
枣箱上印有和平、小刚字样，询问根
由，他笑着说：“俺老婆叫和平，儿子叫
小刚，俺家的枣就以他们的名字作招
牌……”言语间溢满自豪。

世界红枣看中国，中国红枣看新
郑！红枣，是新郑的“金名片”。早年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枣核，
印证了新郑 8000 年的种枣历史。如
今，穿越历史烟云的新郑红枣，正从一
般的土特产蝶变为“枣中贵族”，演绎
出独特的“红枣经济”。

行走在“好想你”工业园观光走
廊，隔着透明的玻璃墙，颗颗红枣在流
水线上滚动，随后按照大小、光泽度、
饱和度、残次度等不同性状进行光影
分选、精深加工……一目了然的现代
化、智能化生产过程让人震撼。

“好想你”，一个直白而勾魂的字
号。当大多数土特产还在“裸奔”的时
候，新郑红枣就穿上了品牌的外衣。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注
册商标 703件，捧获中国商标金奖，品
牌价值达70亿元。企业制定的免洗红

枣标准被认定为国家标准；产品涵盖
休闲食品、冻干食品等六大类型近700
个单品，年产值40多亿元，在中国枣业
树起了独一无二的标杆，“中国红枣第
一股”红遍金瓯。

“品牌化是农产品发展的必由之
路。通过走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之
路，新郑红枣成功地由一产走到二产，
今天又利用枣乡游、工业游向三产进
发。”说起红枣经济，新郑市委书记刘
建武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他介绍，新郑已形成了以“好想
你”为核心的枣制品产业化集群，集聚
各类红枣产品加工企业 200 多家，年
加工红枣近 8万吨；打造了红枣种植、
种苗培育、红枣加工、品牌营销、健康
饮食、观光旅游的全产业链，呈现出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在“红枣小镇”，记者见到，三三两

两的游客沉醉在枣林间，或悠闲漫步，
或树下憩息，其情依依，其乐融融。

在这里，红枣是用来看的、用来赏
的、用来品的，传统枣园的功能正在变
异、升华。而生产线上的红枣却来自
万里之遥的“新郑飞地”。

从 2007年开始，“好想你”等企业
在新疆阿克苏、若羌、哈密等地陆续开
拓了红枣种植基地上万亩，十万新郑
人在新疆从事枣业种植、生产、销售。
同时带动新疆大枣种植面积突破 800
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枣主产地。
新郑红枣架起了豫、新两地经济繁荣、
民族和谐的“金桥”。

根在黄帝故里，枣红天山南北。
源源不断的红枣运回新郑，花样翻新
的枣品销往全国。源源不断的游客来
到新郑，带走了大枣，带红了新郑……

这次第，怎一个“枣”字了得！③9

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记者手记

金秋时节，新郑红枣迎来了丰收。⑨3 刘栓阳 摄

从茶乡到枣乡，不同的风物，同

样的欣喜！

农产品改造升级，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多业并举，延链兴链……不同

的山水演绎同一幕喜剧——强产富

民。

剧情相似是因为剧本相通。台前

幕后看不见的是政府，在台上风光的是

龙头企业。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珠联

璧合，那茶叶还是茶叶，红枣还是红枣。

还是新郑的博士书记刘建武说得

好，如果农产品不走规模化品牌化之

路，就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如果

不与二产三产融合，就永远与经济无

关。

新郑成就了红枣，红枣更成就了

新郑！

茶 乡 和 枣 乡 都 在 唱 自 己 的 大

戏。戏里戏外说的是同一个道理：特

色农产品永远是一，唯有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

期盼“出彩河南”的舞台上，涌现

更多的枣乡、茶乡。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