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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凭借在智能制造
领域的出色表现，许昌市森源电气、
远东传动轴等一批制造业企业收到
了总计2039万元的“大礼包”。

3月 13日，记者从许昌市政府获
悉，该市日前发布《关于表彰奖励
2018年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企业和个人的决定》，重奖
2018年度表现不俗的 179家制造业
企业，最高奖励金额100万元。

2018 年，许昌市坚持以智能制
造为引领，大力实施智能化改造、
绿色化改造和企业技术改造，推动
了产业高质量发展。据统计，许昌
市全年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 63个、
纳入省级智能化改造项目 30个，全
市省级智能工厂（车间）达到 15家，

“上云”企业达到 729 家；全市纳入
全省技术改造项目库的项目 408

个，总投资 857亿元，项目数量和投
资额位居全省第二。在前不久召
开的全省“三大改造”现场观摩暨
转型发展攻坚工作推进会议上，许
昌市智能制造“成绩单”排名全省
第二。

记者注意到，此次获奖的 179家
企业，既有森源电气等“大块头”企
业，也有德通振动、万杰智能等一批
颇具成长性的“小巨人”企业。

“为什么是这些企业受到奖励？
因为它们是许昌智能制造的标杆，是
全市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脊
梁’。”许昌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重
奖之举，旨在表明市委、市政府鼓励
智能制造、以创新引领发展的鲜明导
向，激发全市制造业企业加快转型、
推动创新的强大动能，推动许昌走出
一条结构更优、效益更佳的发展之
路。③8

本报讯（记者 栾姗）3 月 14日，
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支持，国家发展
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
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典型项目
研讨会在郑州开幕，副省长何金平出
席并致辞。

何金平在致辞中热情欢迎各位
嘉宾的到来。他指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河南立足区
位交通优势，坚持空中、陆上、网上和
海上丝绸之路“四路”协同发展，统筹

推进开放平台构建、经贸产业合作和
人文交流，推动河南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何金平说，河南将以本次研讨会
为契机，认真学习好经验、好做法，持续
提升“四路”协同的通道优势，着力巩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河南自
贸试验区等开放载体优势，积极营造
亲商安商的营商环境，欢迎国际企业
到河南投资兴业，鼓励河南企业到相
关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努力开创河南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局面。③5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3 月 11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信阳市、驻马店
市调研淮河流域治理工作，先后查看
了出山店水库大坝建设、淮河生态廊
道工程建设、河道采砂治理和宿鸭湖
清淤扩容工程建设等情况。

武国定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四水
同治”、全面发力，统筹推进淮河流
域综合治理。要高效利用水资源，
在抓好出山店水库、大别山革命老

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的同时，再谋
划一批蓄水工程，让淮河更好地造
福两岸人民；要系统修复水生态，扎
实开展水污染综合治理，推进全流
域截污、治污，实现达标排放；要综
合治理水环境，突出抓好河道采砂
治理，开展“清四乱”活动，加快淮河
生态廊道建设；要科学防控水灾害，
着力抓好防汛度汛工程建设，加强
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汛。此外，还
要积极发挥各级河长作用，实行全
流域齐抓共管。③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3 月 6日
至 7 日，副省长刘伟到平顶山市调
研。他强调，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尼龙
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推
动高质量发展。

刘伟先后来到平煤隆基新能源
科技公司、河南硅烷科技发展公司、
首山化工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经营
情况和发展规划，并两次召开座谈
会，听取平顶山市和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有关工作汇报和项目建设情况。

刘伟指出，平顶山市和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政企联动，项目谋划实，发
展形势好，工作成效大。要围绕主导
产业、新兴产业等，强化开放合作，增
强发展动力；加快推动现有企业的智
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技术改造，继
续淘汰无效产能和落后产能；强化底
线思维，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生
产事故等重大风险；抓住尼龙新材料
产业发展新机遇，实施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重大项目，整合资源，集聚优势，
形成省、市共同推进中国尼龙城建设
的强大合力。③6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万若曦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在
具体的项目建设中，可能会面临地
缘政治和信用风险的极大挑战。”3
月 14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
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乔红表
示，该公司积极履行政策性职能，为河
南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安全屏
障，让走出去的河南企业走得远、走得稳。

“作为政策性保险机构，我们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中，着力从服务设施联通、保障贸易畅
通、支持资金融通等方面开展服务，支持了一大
批国际合作项目建设。”乔红举例说，他们支持的

中铁隧道集团承建乌兹别克斯坦铁路
隧道和以色列轻轨系列项目、平高集
团承建老挝和波兰系列输变电线路
项目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了
河南技术、装备造福“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人民。聚焦成套设备
和高新技术出口，他们重点支持了宇

通客车、中信重工水泥设备等我省高新
技术装备行销海外。以信保保单撬动银

行融资，他们为企业搭建融资桥梁，2013 年至
今，带动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累计超86亿美元。

乔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挥政策性和
专业化优势，优化融资安排，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风
险管理服务，提升我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③8

许昌2039万元重奖“智能制造”

努力开创河南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

淮河流域“四水同治”要全面发力

打造世界一流的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

让走出去的河南企业走得远走得稳
——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乔红

3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典型项目研讨会在郑州举行，参会的境内外代表围绕国际合作典型项目进行研讨。⑨3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栾姗

“14.7万吨！2018年卢森堡货航
在郑州机场的货运量实现了新的突
破。”3月14日，卢森堡货航副总裁维
格·卡特莱珀在接受专访时说，这一
数字与河南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进出
口总值相匹配，郑卢“空中丝路”的发展
速度令人瞩目。

维格·卡特莱珀说，卢森堡有欧洲“十字路口”
之称，方圆500公里集聚了欧盟40%的产出；河南
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多年来，卢
森堡和河南不断发展贸易往来，并架起了郑卢“空
中丝路”，建立起长期互信的伙伴关系。

维格·卡特莱珀曾多次到访郑州，见
证了郑卢“空中丝路”越飞越广。他
说，如今，郑州—卢森堡货航每周航
班达 18班，特别是货运高峰期还增
加了从郑州到芝加哥的直飞航班，形
成了“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的航
空国际货运网络，不断提升中欧间的

商品集散分拨速度。新鲜的智利车厘子
通过卢森堡货航送往中国，刚下流水线的

“河南造”苹果手机通过卢森堡货航销往欧洲国家。
路相连则心相近。维格·卡特莱珀说，郑卢

“空中丝路”是一条贸易之路、友谊之路、民心之
路，相信在这条路上，卢森堡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及人文交流也会越来越宽广。③5

郑卢“空中丝路”发展速度令人瞩目
——访卢森堡货航副总裁维格·卡特莱珀

研讨会首秀放在河南意义重大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

□本报记者 栾姗

“对于卢森堡人来说，河南以前是遥远而神秘的。”
3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典型项目研讨会现场，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勇在幻灯片的
转换中，讲述了一个名叫《郑卢“空中丝路”》的故事。

“卢森堡货航CEO来豫必点火锅，喜欢吃的涮菜
是香菇、山药与豆腐。”

“卢森堡人喜欢河南的少林功夫、太极拳，对探寻
千年古都洛阳、开封的兴趣也很浓厚。”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郑卢‘空中丝路’。”
在范勇的讲述下，一架印有“Cargolux”（卢森堡

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在中外嘉宾的朋友圈
里刷了屏。

“一架从卢森堡起飞的货运班机，越过千山万水，
飞抵郑州机场，连接起郑州至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
路’。”西班牙普特集团公司项目总监维耶茨评价说，
这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丝路故事。

“如果未来郑州机场与明斯克机场也能架起一条
‘空中丝路’，相信对于两地企业开拓东欧、中亚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会是重大利好。”白俄罗斯中白工业
园管委会居民与投资关系部主任普雷斯尼亚库说。

“美食、旅游、文化、购物，郑卢‘空中丝路’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讲完。我们期待新的故事开篇。”卢森堡货
航副总裁维格·卡特莱珀说。③9

一架飞机带来的
丝路故事□本报记者 栾姗

“此次研讨会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的首秀，放
在‘中国粮仓’的河南召开，具有特殊
的重要意义。”3月14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说，近年来，河南
在开放发展上取得积极进展，走出了一
条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周晓飞说，此次研讨会旨在以重大国际合作
项目为案例进行研讨，增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交流，探讨深入推进合作的新思路新模式。

河南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围绕重大项目展开国
际合作？周晓飞认为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发力：第
一，要广泛与沿线国家的企业、金融机构和专业化

服务机构展开合作；第二，要积极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将河南的工业生产制造
和工程施工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结合起来；第三，要强
化金融支撑，鼓励河南的企业和金融
机构积极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第四，要
积极推进政策规则标准“软联通”，推

进工业标准、工程施工等领域的政策规
则对接和标准互认；第五，要督促项目建设

单位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生态环保优先理念。
周晓飞称赞说，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项目是中卢合作的典范项目之一。希望河南
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继续在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方面展开积极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中
原色彩”。③4

（上接第一版）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拓展了广阔空间。2018年，河南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3%，实际吸收沿线国家投
资增长24.5%。

开放的河南正加速融入世界，开放的河南让人刮
目相看。

研讨会上设立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园区
建设、民生、中欧空中丝绸之路5个研讨单元，参与项目
实施的20多个中外方项目单位、业主单位、第三方合作
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等代表围绕10个国际合作典型项
目进行研讨，其中“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项目
无疑是全场的焦点之一。“该项目可以说是内陆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
研究所交通技术中心副主任王杨堃点评项目时说。

道路通则百业兴，百业兴则区域强。据国家移民
局统计，2018年临时来河南人数增长超80%，是全国平
均增幅的13倍，其中来豫贸易经商人数增长了2倍。

副省长何金平在致辞中向与会嘉宾发出热情邀
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老的丝绸之路已焕
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前景光明、大
有可为。诚挚邀请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在河南多走走、
多看看，亲身感受古老河南的深厚底蕴和现代河南的
生机活力。③4

开放的河南正加速融入世界

（上接第一版）喻红秋说，党员干部要
在乡村振兴中当好领头雁、主心骨，肯
干事、敢担当，带领广大村民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夯实乡
村治理根基，真正留住绿水青山、守住
美丽乡愁，共同走向村美民富。

高质量发展，创新是动力、党建
是关键。在戴卡轮毂、中原黄金、普
莱柯、中信重工、洛阳大数据产业园

等，喻红秋勉励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洛龙区
定鼎门社区，喻红秋强调，要把基层
党建做活、做细、做实，以零距离、有
成效的服务赢民心、聚民力，助发展、
促和谐。

喻红秋实地察看了三门峡水利枢
纽工程、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和伊河“四
水同治”“书香洛阳”建设情况。③8

着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西华县网挂（2019）01号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

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以下六（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并指定西华县国土资源

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

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

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

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入选人，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

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 年 4 月 4 日登录河南省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 年 4 月 4 日

16时。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以河南省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

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

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

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

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

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

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

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

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

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

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

应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国土资源局
2019年 3月 4日

序

号

1

2

3

地块编号

XH-201

901

XH-201

902

XH-201

903

地块位置

址坊镇

330省道北侧

中都路西侧

华诚路北侧

中都路西侧

华诚路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24045.52

20145.12

53404.81

土地

用途

仓储

物流

工业

工业

容积率

≥0.8

≥1.2

≥1.2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40%

≥60%

≥60%

绿地率

≤20%

≤20%

≤20%

出让

年限

50

50

50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470

450

370

保证金

（万元）

470

450

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