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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继 11月 7
日签下总额 217 亿元的采购合同之
后，11月 9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河南网上丝绸之路采购暨现场
签约会”上，我省又有43个项目宣布签
约，签约金额206亿元。

据悉，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签约
其中一方都来自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
区内。河南保税集团总裁徐平在签约
现场说：“进口博览会搭建了一个国际性
的平台，让每一家企业都有机会对接境

内外的客商，而且，企业集中对接大大
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沟通成本。”

签约会上，中大门英国馆、澳大利
亚馆、非洲馆、中东欧馆、泰国馆、美国
馆、匈牙利馆、新西兰馆、日本馆、拉丁
美洲馆等 10个项目签约。此外，加拿
大埃德蒙德机场与河南中大门国际物
流、郑州维纳斯科技与香港聚美优品、
豌豆公主与河南保税集团、澳洲大药
房与河南中大门网络等33个企业采购
项目完成签约。

据徐平介绍，“加拿大埃德蒙德机
场与河南中大门国际物流签约的内容
涉及仓储和物流服务，该公司将参与我
们的全球市场供应链。未来，中原百姓
购买到国外新产品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当前，河南跨境电商发展态势良好，
在综合改革和便利化水平、跨境交易水
平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17年河
南跨境电商交易额1024.7亿元，同比增
长33.3%；今年1~9月，河南跨境电商交
易额967.6亿元，同比增长28.9%。

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介绍，我省
近期还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积极引
进培育各类跨境电商产业链企业，做
大做强跨境电商生态圈，打造全球跨
境电商示范区。

当前，河南正在加快10.51平方公
里 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建设。徐
平表示，跨境电商保税物流中心已有
明确计划，将在河南EWTO核心功能
区打造出一个“永不落幕的进口博览
会”。③5

本报讯 11月 9日上午，河南（郑
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郑
州农博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郑州农博会由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与河南省现代农业研究
会共同主办。展会设种子植保肥料
展区、农业机械展区、农特产品展区
等 15个展区；另外，展会还推出了大
河惠农车展。

开幕式上，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
在致辞中表示，在乡村振兴战略和

“农民丰收节”的新时代背景下，郑州
农博会集中展示河南乃至全国现代
农业发展的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
让河南广大涉农人员集中参观考察，
提升自身水平，实现供需交流，从而
促进河南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农业大省举办的盛会，全国
优秀农产品纷纷“惠聚”郑州。记者
在现场发现，农业领域的联盟组织成
为本届郑州农博会一大亮点，河南省
谷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带来了
小米、小米油、花生、辣椒等产品；新
疆叶城豫商联盟的展台上摆放着核
桃、红枣、黑枸杞、雪菊、巴旦木等特
色农产品；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
联盟等众多组织抱团参展，大米、茶
叶、苹果、海参、食用菌、各种肉类加
工品等展品让人眼花缭乱，观众熙熙
攘攘。“几百家展商、上千种全国优质
农产品集中展销，欢迎河南老乡，尤
其是郑州市民来逛一逛、比一比、看
一看，购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组委
会有关负责人说。③9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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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我省再签206亿元大单
中大门将打造“永不落幕的进口博览会”

郑州农博会昨日开幕

11月 9日，观众
在进入场馆前合影
留念。首届进博会9
日至 10日安排团体
观众实名制观展。

新华社发

进博会迎来
团体观众

□人民日报评论员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了将增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 上 升为国家战略等 3 项重要措施。

在出席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后，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把这 3 项

新 的 重 大 任 务 完 成 好 。 这 一 完 善 中

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新举措，彰显

了 中 国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改 革 开 放 的 决

心，必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注入强大

新动力。

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就

要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

的重要作用。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

洋，上海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是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

者。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上海

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同其开放品格、

开放优势、开放作为紧密相连”。开放

之于上海，正如上海开放之于中国，具

有重要意义。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

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新时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鼓励和

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支持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

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把习近平

主席宣布的措施落到实处，构筑新时

代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让上海等地

区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出来，就能为

全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

放提供新经验、注入新动力。

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就

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

推进改革开放。从试点到推广，从经

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 年改

革开放深刻启示我们，只有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布局，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才能形成推进改

革开放的强大合力。上海是我国最大

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交

流的龙头，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

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

这就使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进一

步得到完善。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

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在实践中求真知，在探索中找规律，就

能为全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探路

开路。从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

放试验田作用、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进程，带动形成更高层

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到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提高开放水平，中国就一

定能更好发展自己、造福世界。

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就

要更好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开

放合作平台作用。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旨在

为各方进行开辟中国市场的合作搭建

新平台。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继

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生态、科

技、文化、民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

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这些

平台，不仅为世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也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进步。进口博

览 会 上 展 出 的 来 自 各 领 域 的 先 进 技

术、管理经验，为中国向世界学习提供

了 机 会 。 正 如 习 近 平 主 席 曾 经 指 出

的，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

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

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

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

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以更坚定

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将改革开放进

行到底，中国一定能奏响与世界共同

繁荣进步的时代乐章，同各国一道共

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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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随着 2018年中科院(河南)科技成
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百名科学家
许昌行活动在许昌市启动，35家中科
院科研院所 125 位参会专家，现场发
布科技成果 377 项，举行了一系列项
目对接和人才交流签约活动。建设科
技强市的许昌与中国科学院及其河南
中心紧密对接，不断碰撞出科技之火、
智慧之光。

这是中科院加快在河南转移转化
科技成果的“大手笔”，也是我省与顶
尖科研院所加强省院合作迈出的“新
步伐”，更为许昌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
了“新引擎”。

强化主体——企业担当主角

前不久，一封来自中科院等离子
体研究所的贺电“飞”到了许绝电工公
司，祝贺他们研发的5G高频基板顺利
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性能检测。

通过与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所的
合作，许绝电工公司成功研发出新一
代 5G高频基板，解决了 5G技术中的
电子元器件损耗高等难题，为制造 5G
高频精密电子线路板提供了更为优质
的基础材料。许绝电工总经理盖皓激
动地说：“这标志着中国未来的 5G设
备将有‘河南制造’！”

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科技
需求最迫切，对技术创新最敏感。许
昌市持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
主导作用，对接中科院等高端“技术
源”，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形成了
企业发展生机勃勃、科技研发硕果累
累的喜人局面。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
人”，11月 9日，在远东传动轴公司高
端智能化转型升级项目车间，看不到
工人繁忙工作的身影，而是一台台工
业机器人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尽职尽
责 ”，升 级 后 生 产 线 工 人 数 量 减 少
30%，产值却提高了20%以上。

“远东传动轴的发展，离不开中科
院的技术支持。”公司副董事长赵保
江介绍，正是通过与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的合作，远东传动轴公司破解了
产品精度差等难题，“远东”牌高端重
型特种传动轴总成销往欧洲市场，让
国际原装高端车首次装配来自中国
的传动轴总成。

为持续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提升
各类企业的创新能力，许昌市出台了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计划（2016—
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各
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
定位，分类施策，提升服务，如今培育
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20 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2000亿元，成
为居郑州之后的全省第二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核心集聚区。

人才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在 2018年度许昌市“许昌英才计
划”表彰大会上，中科院院士姚建铨、
中科院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专业博士研

究生李运钧成为熠熠闪光的“科技之
星”，受到隆重表彰。

姚建铨院士被禹州市委、市政府
招贤的诚意打动，率领团队在禹州开
展“基于装备制造大数据的工业云平
台”项目研发，“孵化”出一朵“智能制
造之云”，获得项目扶持资金 300 万
元；李运钧博士领衔的团队开展太阳
能电池制造核心材料项目，填补了国
内空白，获得项目扶持资金100万元。

英才聚，企业兴。2017年以来，由
许昌市委组织部牵头，会同市科技等部
门先后认定引进42个“许昌英才计划”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这些引进的人才
(团队)大多与许昌市重点产业或紧缺型
产业关联紧密，团队技术水平达到了同
行业国内甚至国际领先层次。

“一粒科技的种子，遇到合适的‘土
壤’必然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中科院
应用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华在接受采访
时深有体会：万里路桥集团与中科院应
用技术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后，王华团
队结合企业需求开展“高速公路快速修

补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技术
攻关，降低道路养护费用20%以上，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充分
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不断推进与中
科院等单位的科技合作，使创新对许
昌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增
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营业
力收入均居全省第3位，工业实现利润
位居全省第2位；科技创新对全市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

搭建平台——开放合作共赢

经过中科院河南中心许昌分中心
牵线搭桥，豪丰机械公司与中科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自走式智能
化植保机，大受农户欢迎，市场占有率
达到17%；舒莱卫生用品公司与中科院
理化技术研究所联手开发抗菌性卫生
用品，抢占高档卫生用品市场……

自 2015年成立以来，中科院河南
中心许昌分中心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和服务平台职能，选择许昌主导

优势产业与中科院相关院所、专家学
者、技术优势相结合，打通双方对接合
作的关键环节，破解了一系列制约许
昌有关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

在项目对接上，他们有的放矢，着
重选择有合作意愿和技术需求的企
业，特别是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与中科院有关院
所攀亲联姻，使“产学研”合作成为推
动许昌企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的重要力量。

下一步，许昌市将加强对已有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的跟踪和监管，推动高层
次人才与企业人才、技术、项目洽谈对
接，建设高层次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引领型
平台，确保2019年新增20家高新技术
企业、力争国家高新区正式获批。

风劲潮涌，扬帆破浪。许昌市将
坚持创新发展主战略，凸显科技在发
展中的“新引擎”“发动机”作用，进一
步把中科院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推动许昌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

打造院地合作的“许昌样本”
——写在2018年中科院(河南)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百名科学家许昌行活动启动之际(下)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
北抗日联军 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
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
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
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政治指导
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
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
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 年生，
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
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
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
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 年，她与
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
仁）加入东北抗联第 5军，后经组织
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
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
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第 5
军 妇 女 团 担 任 小 队 长 和 指 导 员 。
1938 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
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
婴儿，随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任妇

女团政治指导员。
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

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
1938年 7月 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
战斗。是年 10月上旬，队伍在牡丹
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
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
女团上述 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
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
成 3 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
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
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
她们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
对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
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
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
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
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
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
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
最大的冷云 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
13岁。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9日电）

□本报记者 王映 赵文心 李倩

11月 7日，立冬，黄河之滨，豫北
范县，刚收割完水稻的田地里还散
发着稻谷的清香。来不及擦把汗，杨
集乡八里庄村的稻农罗秀文赶紧撒
播冬小麦种子。过去种普通水稻一
亩收入不到 500元，今年她种的水稻
每亩地能挣近 2000 元。“一块地挣
几茬儿钱，这在以前可不敢想。”罗秀
文说。

这不是一般的稻子。普通水稻
一株稻穗最多能结 300粒籽，罗秀文
种的水稻顶多才结 70粒。别看产量
少，价格可不低，是普通水稻的十几
倍。“因为富含对人体有益的贝塔葡
聚糖，营养价值高，又叫它功能稻。”
当地技术专家、濮阳庆丰农业科普示
范园有限公司技术员王明喜说，正是
因为功能稻优质高价，他丝毫不为销
量发愁。

“把优势做大，让范县大米叫好
又叫座，功能水稻能带动群众更快增
收致富。”范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郭献忠介绍，起初只是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在 2017 年拿出
1000 亩地试种功能稻，没想到市场

反映好，今年又扩大到了8000亩。
带动范县尽快脱贫的“法宝”还

不止于此。因为地处黄河滩区，贫困
群众家家门前屋后都有坑塘洼地。
范县人利用起背河洼地，打起了“小
龙虾”的主意。

在杨集乡马前桥小龙虾养殖基
地，成片的池塘被规划成一个个的网
格，红皮种虾潜伏在浅水区。“过去我
以为小龙虾只有湖北、江苏才能养，
来这儿才发现，范县的水质也能养。”
养殖基地的投资人、来自湖北黄冈的
客商朱亚尧说。

“眼看着小龙虾市场火热，我们有
水又有稻，为啥不试试呢？”范县水产
技术推广站站长许超说，他们先后组
织农户去江苏、湖北的小龙虾养殖基
地考察，经过细致的水质对比，发现范
县的水土环境也适合养殖小龙虾，还
吸引了不少省外客商到此投资合作。

好实施、赚钱多，促脱贫效果
好 。 据 了 解 ，目 前 范 县 共 规 划 了
7400 多亩小龙虾养殖面积，预计可
带动3170户贫困户。

郭献忠指着不远处一片金色芦苇
深处的坑塘，笑着说：“明年你们还来，
看看这儿的稻香深处虾子肥。”③8

豫北水乡“香”虾稻

八女投江：宁死不屈的如花战士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