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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坝内，我们埋设了 900
余支安全监测仪器和设备，
系统可以自动采集和分析数
据，如某一位置的监测数据
出现异常就会自动报警。

●● ●● ●●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伊比利亚火腿、新西兰牛排、地中
海金枪鱼，让人大饱口福；会飞的汽
车、全球最小心脏起搏器、可以开锁的
SVH仿人五指机械手，让人大开眼界；
十分钟定制专属粉底、全透明家庭电
视、依个人喜好的 3D 打印口香糖，让
人大呼“想买”……全球顶尖企业竞相
将自己“压箱底”的产品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展出，同时也都不约
而同表示，希望这些产品能马上在中
国市场与消费者见面。

中国市场用一个个大单回应了这
些企业的愿望。此次展会第一单缔造
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签署近50亿元的

采购合同或协议，其中包括其旗下航
天科技进出口公司将租用俄罗斯天门
货运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开通郑州
机场至德国哈恩机场或荷兰马斯特里
赫特机场航线。网易考拉更是甩出超
级代购大单：200亿元！就连洋码头这
样的公司也签下了1亿元的订单。

“这些公司绝非一时冲动，订单就
是冲着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的诉求来
的。”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
才认为，“进博会出现的定制化、个性
化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正是我们消费
升级的方向，也将进一步提高消费对
于经济的‘压舱石’作用。”

得益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农村
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消费需求呈现多

样性且不断扩张。从此次进博会上买卖
双方的表现来看，进博会将成为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需求的一个窗口和平台，也
是我国消费升级态势的集中体现。

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年位
居中部第一，居民消费多样化趋势同
样非常明显。此次进博会上，专门经
营进口车的河南汴欧进出口贸易公司
总经理吕波感触颇深：“公司来了10个
人，好多展品都是第一次见，看中了好
几款车，希望能很快引进河南市场。”

此次进博会，记者最大的感受就
是，消费升级已实实在在来到我们身
边，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国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在支撑着居民
的消费升级。

首先就是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35 元，同比实际增长 6.6%，其中，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高出城镇居民 1个
百分点。

其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持续推进，我国产品供给质量显著提
升。随着此次进博会的举办、众多知
名网购平台和“互联网+”消费的兴起，
我国居民消费的渠道将越来越多。

另外，自 11 月 1 日起，我国降低
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
从 9.8%降至 7.5%；全国范围内持续出
台的营商便利化措施也提升了进口
商、供应商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意
愿和能力。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烜）11月 8日，2018年中国科学院
(河南)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
——百名科学家许昌行活动正式启
动。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
化学研究所等 35家中科院科研院所
的 125 位专家会聚许昌，发布新能
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力装备制造
等多领域科技成果，举行项目对接、
平台合作和人才交流签约等一系列
活动，推动中科院优势科技资源服务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活动现场，中科院宁波高分子材
料研究所与南阳金牛彩印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的“热塑性聚氨酯薄膜（隐
形车衣膜）”项目、长葛市金汇再生金
属研发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合作的“不锈钢产业清洁
生态循环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项目
等 7个科技成果项目当场签约，签约
项目金额2.73亿元。

在此次活动上，许昌市与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签署了人才交流
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政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协同创
新，加快技术成果转化，为许昌市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

自 2015年以来，许昌市共有 49
家企业与中科院 19家院所在技术、
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有 26项来自
中科院的先进技术成果在许昌落地
转化。中科院电工所等 5个院所在
许昌成立了 2个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2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和1个合
资公司。中科院河南产业技术创新
与育成中心在河南共立项支持成果
转移转化项目 47项，包括天源集团

“青蒿素提取”项目在内的 15个许昌
项目获立项支持，占比逾 30%；支持
资金 4760万元，许昌一家拿到 1560
万元，占比 32.8%，落地项目和资金
均居全省第一位。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随着河南速
冻食品企业加快“走出去”，越来越多
国家的居民餐桌上摆上了河南美
食。11 月 5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
悉，来自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的 2
批次、831 箱速冻食品，经郑州海关
检验合格后发往巴西，这是河南速冻
食品首次叩开南美洲市场的大门。

今年以来，我省速冻食品企业加
快拓展国际市场：5月，含蛋韭菜速冻
饺子首次成功出口美国，进一步扩充
了出口美国含蛋奶产品品种；10月，
经郑州海关检验合格的 2批次含肉
速冻食品顺利发往尼日利亚，这是我
省企业首次向非洲国家出口含肉速
冻食品……据统计，今年以来，河南
企业出口速冻食品共 512 批、货值
1093.3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4%、
37%，品种为速冻面点、汤圆、水饺、

粽子、香酥葱饼、手抓饼等，主要出口
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 9
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河南开放步伐的加快，我省
越来越多的速冻食品企业在海关备
案，开展出口业务。目前，河南有出
口速冻食品备案生产企业 18家，备
案产品包括速冻水饺、汤圆、粽子等
20多个品种。“河南已经形成了以郑
州为中心，以思念、三全为代表的速
冻食品出口产业集群，出口产业集群
化和规模化效应初显。”郑州海关相
关负责人介绍。

速冻食品出口对通关效率要求较
高，郑州海关提供“7×24”小时预约
通关服务，以专人接单、随报随验的形
式，助力外贸企业进一步拓展出口市
场、扩大出口总量，持续提升河南速冻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品牌竞争力。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在我省重
点水库大坝建设中，越来越多地运用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 BIM（建筑
信息模型）、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
术，实现了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后期
运维管理的工程全生命周期传统水利
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水库大坝科
技含量越来越高。”11月 8日，河南省
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数字工程
院院长高英说。

11月初，出山店水库大坝上，工人
正在砌筑护坡，大坝主体工程土建部
分已基本完成。“在大坝内，我们埋设
了 900 余支安全监测仪器和设备，系
统可以自动采集和分析数据，如某一
位置的监测数据出现异常就会自动报
警。”出山店水库建管局局长祝云宪

说，每一个监测仪器所处的空间位置
都会在三维可视化系统中精确定位，
精准获取坝体内部各类监测数据，为
大坝的运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BIM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省水

利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高英介绍，在大坝设计时，把各专业构
建的信息模型通过协同平台总装成完
整工程数字信息模型，既能提高设计
阶段的产品质量和效率，又能在施工
阶段有效减少后期变更。

前坪水库建管局在工程建设之初
就进行了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顶层设
计，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将 BIM 技
术、自动监控监测技术、计算机技术及
通信网络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对工程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实
现工程建设全过程直观、形象、可视。

“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的开裂
难题，在泄洪洞进水塔施工时，我们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对核心部位混
凝土温度进行在线监测，采取一系列措

施控制温度，至今未发现一条贯穿性裂
缝，达到了内实外美的理想状态。”前坪
水库建管局局长张兆省说。

利用BIM技术，提高了大坝施工效
率。出山店水库建设者对大坝施工过程
进行模拟，并优化了施工方案，创下了我
省单体水利工程单月浇筑混凝土6.1万
立方米的最高纪录，节约了24天工期，
让大坝在汛前达到了设计高程。

大坝智能碾压系统，让大坝填筑
更坚实。“前坪水库通过与科研机构合
作，开发了无人驾驶智能碾压机群系
统，系统整合了自动驾驶、远程监控、
高精度导航、声波检测、压实自主决策
等多项技术。”张兆省说，智能碾压解
决了漏碾、重复碾压等问题，提高了压
实质量与压实效率。③8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1 月 6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开封市与
天津大学共建的天津大学中原先进
技术研究院已正式揭牌。

2017年 4月，在北京召开的河南
省郑洛新自创区开放合作推介会上，开
封市政府与天津大学签约共建中原先
进技术研究院项目。省科技厅副厅长
夏培臣表示，研究院将依托天津大学现
有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力量，为开封市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开封市科技局局长赵文峰介绍，
研究院定位于四方面内容：一是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的“孵化器”；二是促进
学科交叉研究及重大课题成果转化
的平台；三是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建立校企合作培养工程专业人才模
式；四是将立足于开封市经济发展的

特点，致力于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构建不断推动技术升级的“公共
服务平台”。

据了解，研究院的建设内容包括：
一期启动建设5个先进技术研究中心，
后续根据开封市产业需要，分期引入
精细化工、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
团队；双方合作共建“天津大学（开封）
技术转移中心”，加快天津大学的教学、
科研资源向开封市开放；未来五年，孵
化10至15家科技型企业，重点培育1
至2家具有上市前景的企业；天津大学
联合开封市龙头企业，共同组建校企
联合研究中心，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未来三年，联合20家国内企业和科研
机构，组建瞄准产业化前端研发的校
企联合研究机构群；建设开封主导产
业技术工程领域公共研发平台和开封
市人才培养与培训基地等。③6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聚
焦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顺应人民期待、推动人类进步是

历史赋予的时代责任。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

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

增长成果”。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

呼吁各国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

优势，推动包容发展，展现了中国作为

负责任大国的道义与担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劲动力，造福了世界各国人民，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

步的必然结果。这个大势不可逆转，不

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面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体制受到冲击，唯有顺应大势，共同应对

风险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是经济

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

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

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

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

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

务实行动充分证明，中国不仅发展了自

己，也造福了世界。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共同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

整变革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

家相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才

是各国应当作出的明智选择。“相通则

共进，相闭则各退”，各国应该坚定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构建公正、合

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

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习近平主

席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

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这正是中国

推 动 建 设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的 实 际 行

动 。 中 国 将 继 续 推 进 共 建“ 一 带 一

路”，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

台。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务实行动，正

是为了推动全球共同开放，以开放带

来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据有关统计，现在世

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7 左右，超过了

公认的 0.6“危险线”。同时，全球产业

结构调整也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

冲击。面对这样的“发展赤字”，需要

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只有

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

容、更可持续，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

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

程再平衡，才能让不同国家、不同阶

层 、不 同 人 群 共 享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好

处。习近平主席宣布的进一步扩大开

放五个方面重大举措，正是以实际行

动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支持经济全球

化，欢迎各国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

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实

现共同繁荣进步。

“独木不成林，孤雁难成行。”牢固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

相向而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全

球共同开放，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

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我们就一

定能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
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进博会折射消费升级趋向

更多好产品将与河南消费者“见面”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扎堆运用

我省水库大坝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速冻食品企业加快“走出去”

河南速冻食品叩开南美市场

天津大学中原先进技术研究院
落户开封

中科院百名科学家走进许昌

▲这是 11 月 8 日在进博
会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
拍摄的“趣味拼装橡皮”。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
品琳琅满目，其中许多“萌”态
可掬，成了一道可爱清新的风
景线。 新华社发

▶11月6日，采用先进导航
系统的搬运机器人吸引参观者眼
球。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11 月 8日，
2018“汉酱杯”河南省直机关羽毛球
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举行。

本次比赛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委省直工委、省体育局共同主办，
河南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河南省羽毛
球运动协会承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
限公司协办。该项赛事旨在进一步
加强机关单位文化建设，增强广大干
部职工的健身意识，营造健康工作、
幸福生活的工作氛围。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将于12

月 1日、2日在郑州师范学院综合训
练馆举行。比赛只设“混合团体赛”，
每支代表队必须由男子单打、男子双
打、混合双打三部分人员组成，每个
代表队限报人数7人。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充分发挥
强大的传媒优势和公信力，为赛事的
策划、传播、宣传、资源整合提供有力
支持，将该项赛事打造成我省群众体
育运动的一场顶级赛事。赛事将在
11月 16日前完成各项报名工作，省
直单位干部职工有意参赛者可致电
67912390。③9

省直机关羽毛球邀请赛即将开赛

11月5日，洛阳卡瑞起重设备有限公司车间，工人正在检查即将出口的堆垛
起重机。该公司专业生产新型欧式起重机，拥有专利20余项，产品广泛应用于能
源、化工等行业，出口印度、越南、西班牙等多个国家。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