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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群众自主发展的精气神儿大
大提升，也吸引了更多有识之
士回乡发展。

●● ●● ●●

郑州进出口总值破600亿美元
稳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关注我省2018年经济数据

本报讯（记者 杨凌）记者1月29日获
悉，2018年，郑州市对外贸易额再创新高，
进出口总值完成61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1%，稳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一位。该
市的进出口额和出口额分别占全省进出口
总额和出口总额的74.5%和72%。

数据显示，2018年，郑州市外贸队伍
持续壮大，全市有外贸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达到2916家，比上年增加307家；出口商
品结构持续优化，全市机电产品出口额
35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1.3%，占该市出
口总额的 91.5%，出口额超 2000万美元

的商品主要有手机、汽车及汽车底盘、铝
深加工产品、纺织服装和陶瓷产品等；去
年，与郑州市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增
至207个，美国继续保持郑州市第一大贸
易伙伴地位，其次是日本和荷兰，郑州市
对上述 3国出口总额达 230.4亿美元，占
该市出口总额的59.7%；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进出口额在全市独占鳌头，全
年完成进出口额514.8亿美元，其中出口
额330.1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2.3%和
10.6%，占该市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
83.7%和85.5%。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月29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2018年，全省对外直
接投资中方协议额22.37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27.3%。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投资1.85亿美元。据省商务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省对外投资结构
持续优化，主要投向航空、飞机租赁、生物
医药和医疗技术等领域。

从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来看，去年
我省对外投资项目中，中方协议投资额在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13个。比如：
博爱新开源生物在美国投资2.88亿美元

设立新开源生物技术（美国）公司；栾川钼
业在澳大利亚投资2.85亿美元设立洛阳
钼业矿业有限公司；河南航投为其在卢森
堡设立的河南航投（卢森堡）有限责任公
司增资2.2亿美元；等等。

同时，2018 年全省新签对外承包
工程及劳务合作合同额37.4亿美元，比
上年下降 0.1%，主要集中在矿产开发、
石化工程、电力工程、交通运输、水利建
设等领域。另外，去年全省外派劳务
31761 人次，其中，直接派出 25867 人
次，占全省派出总数的81.4%。③8

本报讯（记者 杨凌）1 月 29日，记
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2018年宇通累计销售各类客车 60868
辆，销量稳居全国客车行业第一位。

2018年，无论是全国两会、博鳌论
坛、上合峰会还是世界杯等，这些国内
及国际重大会议或赛事上，都可见到宇
通客车的身影，作为我国乃至全球客车
生产制造的龙头企业，宇通客车展现出

“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
2018 年，宇通客车持续发力海外

市场，宇通纯电动客车先后交付保加利
亚、冰岛和智利，为当地开启了绿色交

通发展新时代。截至目前，宇通在海外
市场已经形成欧美、中东、亚太、拉美、
独联体、非洲等六大区域的发展布局，
批量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技术创新是宇通客车的又一亮点。
去年年初，以宇通新能源技术优势为依
托的郑州市燃料电池与氢能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获准组建，这是我国客车行业首
个燃料电池与氢能专业研发平台；8月，
宇通首批 25台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顺利
交付客户，该批车辆是宇通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整车实现污
染零排放。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心脏起搏器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还有脑起搏器。
近日，“脑起搏器关键技术、系统与临床应用”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这种装入大脑的“黑科技”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脑起搏器也称为脑深部刺激器，它是一种直接作用于神经中
枢的装置，将它植入病人脑部，主要用来治疗运动障碍疾病，包括帕
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其中肌张力障碍还包括扭转痉
挛、痉挛性斜颈、梅杰综合征等，对精神疾病如难治性抑郁症、强迫
症方面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目前应用较多的就是治疗帕金森病。”
1月29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功能学组负责人陆卫风
告诉记者，它的原理是通过埋植在胸前的刺激器向植入大脑特定靶
点的电极发送电脉冲，持续刺激脑部神经核团，控制患者症状。

“帕金森病早期症状是一侧肢体的震颤或活动笨拙，随着病情
加重会发展为肢体震颤、运动迟缓，直至无法运动行走，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陆卫风说，现在对于帕金森病没有办法治愈，只能通
过药物进行控制。

但患者在使用药物几年后，就会出现药物效果下降，这个时候
植入脑起搏器就成了有效手段。“一般是选择75岁以下、发病4年
以上，使用药物多年的患者进行植入。”陆卫风介绍，其实不必等到
药物完全无效再来选择脑起搏器植入，早些植入配合药物使用，对
于延缓病情发展效果更加明显。

脑起搏器植入也并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后期持续进行调
整。“一般三个月至半年左右需要按照患者个体情况和病情发展情
况，调整起搏器的频率、电压、强度等，确保脑起搏器能成功控制病
情。”陆卫风说，目前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调控。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前沿科
技、无收银员快捷支付、“刷脸购物”……1月 28日上午，洛阳市老
城区洛邑古城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河南首家京东X无人超市
在这里正式开业运营，一场古都文化与时尚科技的碰撞与融合正
在上演。

无人超市，是一种新型智慧超市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人工结算
模式，是一个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多项科技打造的无
人购物场景。“洛邑古城京东X无人超市，将以24小时营业、无干预
购物、极速结账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最便捷的购物体验。”京东X事
业部华中区商务总监陈红博介绍，该超市创新地融入了刷脸进店、
智能电子价签、自动结算等“黑科技”，实现了“无感知购物”。

无人超市门店内，随处可见用来计算客流的摄像头装置。它们在
记录顾客的选择喜好以帮助优化店铺布局的同时，也能够监控店内的
违规行为。超市货架整齐有序，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种类齐全。

“洛阳是千年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无人超市的入驻，
为集旅游购物于一体、古风古韵的洛邑古城增添了一抹‘黑科技’
风景。”京东X事业部高级商务总监王哲表示，下一步，该超市将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进一步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未来还将推
动“智慧餐厅”“智慧书房”等项目落地。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1月 28
日，河南首家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的创新产业园区——中原国际创
新设计产业城项目签约仪式在焦作举行。

中原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城项目由焦作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与广东同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打造，项目采取“政府
主导、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工业设计为核心，以国内
外知名新媒体企业、设计机构及科技研究开发机构为主体，立足焦
作，对接中原城市群，发挥集聚效应，打造产业化生态圈。

焦作市有关负责人说，该项目将成为我省首家以工业设计为核
心的创新产业园区。该园区将与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融合发展，未
来将建成集高校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工业
设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双创示范基地，对焦作市制造
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③8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肖飞

2019 年的第一场雪将村庄洗涤一
新，皑皑白雪覆盖了田野。

沈丘县刘湾镇朱李庄肖振国家里，驻
村第一书记李辉和年近八旬的肖振国围
着火炉，聊着新一年的打算。“李书记，我
打算再拿出2000元，入股咱们村的梨园，
你看中不中？”肖振国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年前，朱李庄响应县里号召发展特
色种植，引进了200亩晚秋金果梨，肖振国
等全村7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愿将县里
发的2000元自主发展资金入股果园，贫困
户、合作社、村集体三方实行4∶4∶2分成。
随着果树进入盛果期，收成每年都在增加，
去年达到50万斤，销售额100多万元。

“我前年分红 500元，去年分红 1000
元，一年比一年好。”技术人员预测今年梨
园能收200多万斤的果子，这让肖振国和
村民更增添了信心。

产业帮扶是就业之基、增收之本、脱
贫之策。目前，沈丘全县共有 37家种养
扶贫基地，采取这种“扶贫基地+村级集
体经济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贫
困户4292户，每户年增收500元以上。

除了种养基地，扶贫车间、光伏发电、

农业加工、物业租赁等项目，纷纷在政府
的引导与扶持下落户村集体经济。依托
产业的发展，全县27112户脱贫群众均有
一项以上扶持措施，确保了脱贫质量的可
靠性和持续性。

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沈丘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另一抓手。“通过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群众自主发展的精气
神儿大大提升，也吸引了更多有识之士回乡
发展。”该县脱贫办副主任陈晓东说。

卞路口乡肖门村的青年村干部、致富
带头人肖云峰，就是一只被吸引回来的

“凤凰”。“这两年村里的变化非常大，路灯
亮了，河水清了，环境美了！”大学毕业后
做了十年导游的肖云峰，此刻又客串起

“老本行”，领着我们“游览”他的家乡……

文化室、卫生室配套齐全；宽阔的水
泥路面干净整洁；徽派风格的文化广场
上，长廊、凉亭、绿植交错……村委对面，
一面笑容墙格外引人注目，上自耄耋之年
的老者，下至牙牙学语的孩子，一张张笑
脸展示着对家乡蝶变的满足与自豪。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沈丘在各项农村
基建的总投入超过3亿元。“摘帽”后，“补齐
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也被写进了《沈丘县巩
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行动方案》。

“脱贫摘帽后，我们驻村队员一刻也
没敢松懈。”在白集镇张单庄，驻村第一书
记邱恒正带领工作队落实本村脱贫户的
后续帮扶计划。退出贫困县后，该县要求
驻村工作队做到“队伍不撤、力度不减、标
准不降、干劲不松”，除了制定巩固提升计
划，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村里
完善基层党建各项制度。

“曾经的张单庄，班子老化、带富能力
弱、党员队伍涣散。”白集镇党委书记于海
涛说，正是经驻村工作队的甄选，引进本

村在外经商的能人胡双领任党支部书记，
通过整顿村级党务，发展村集体经济，全
村 126户贫困家庭全部通过“政策帮扶+
自力更生”实现脱贫，由“后进村”一跃成
为“明星村”。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基层党建抓得
好的村，往往也是富裕村；而贫困村基层
党建工作大都比较薄弱。”沈丘县委书记
皇甫立新说，作为脱贫县，沈丘的经验之
一，就是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坚强战斗堡垒，这也是实现脱贫成果巩
固与提升，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在去年的村两委换届中，该县共配备
大专以上学历党支部书记110人，优秀创
业成功人士返乡任职 53人，切实提升了
村党支部书记整体素质，增强了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创新力和战斗力。

抓产业，让群众增收可持续；抓基建，
使人居环境大提升；抓党建，给乡村振兴
加速度……“摘帽”后的沈丘后劲不减，正
步伐稳健地走向乡村振兴新征程。③4

医疗“黑科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大脑也能装上起搏器

京东X无人超市亮相洛阳

中原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城
项目落户焦作

我省对外投资协议额超2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27.3%

宇通客车销量行业第一
累计销售客车60868辆，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提升脱贫成效 铺路乡村振兴

沈丘：“摘帽”不减劲“引凤”补短板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提起春运，人们想到的是赶路的
艰辛、回家的渴望，看到的是如织的人
流、拥挤的车站。然而，在路网的“心
脏”，全国货运量最大的编组站——郑
州北站却有着另外一群不为人知的身
影，他们同样在春运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运输生产的
第一线，奋战在春运另一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

郑州北站主要担负着京
广、陇海两大干线上四个方向
的货物列车和郑州枢纽地区
小运转列车的到达、解体、编
组、出发作业任务，平均不到
3 分钟就接发一趟列车。春
运期间，货车开行受到影响，
但是铁路部门还必须保证节日
物资的运输，这就需要郑州北站
统筹兼顾、科学优化调度，因而此
时，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⑨6

幕后的货运调度员

▲作业人员依靠“亚洲第一峰”将势能转化为动能实现解体车辆溜放作业
◀调度员根据接车信息正在编制解体作业计划

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增至207个

郑州市对外贸易数据

进出口总值完成

615.1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1%

全市有外贸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达到2916家
比上年增加 307家

全市机电产品出口额

353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 11.3%

占该市出口总额的 91.5%
对三国出口总额达230.4亿美元
占该市出口总额的 59.7%

前三大贸易伙伴 美国 日本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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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了策划上砟道路，计算上砟量，梁松来经常早出晚
归，顾不上吃饭。

临近年关，梁松来所在的项目部还有 40余位一线工人，他们
今年都要留在工地上过年。根据计划，该标段要在 2月 7日完成
轨道铺架任务，为 3月下旬蒙华铁路晋豫段全段拉通创造条件。

“上砟作业一耽误，整个蒙华铁路的铺架、通车都要受影响。为了
保铺架，我们今年都不回去了。”梁松来说。

梁松来家在河北保定，在西峡施工的这些年，每年回家时间不超
过1个月。“以往都是腊月二十八九才回去，今年还没有跟家人说，电
话没法打，家里人盼一年了。”梁松来说，“我们搞工程的，就是这样。”

据介绍，蒙华铁路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线路全长
1814.5公里，跨越蒙、陕、晋、豫、鄂、湘、赣七省区，计划2019年 10
月建成开通。③9

春节留守“保铺架”

1月28日，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举办清欠农民工工资执行款
发放仪式，9名农民工领到了被拖欠的126.56万元工资。据悉，该
院自2018年12月20日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活动以来，共受理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26件，涉案标的200余万元。⑨6 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