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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动下，河南正

由内陆腹地走向开

放前沿，‘四条丝

路’同时推进，得中

原者得天下的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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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4月 8
日，在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2019亚洲经济
发展峰会”上，河南省中国公民
签证申请受理便利化平台正式
启动。

该平台由中国亚洲经济发
展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支持发起，河南联合签证中心有
限公司运营。平台业务覆盖因
私签证各个种类及签证申请各
个环节，提供从签证政策咨询、
材料准备指导、表格填写、多语

种翻译、领事认证、代为送签到拒签申诉等全流程服务。
据了解，目前欧盟郑州签证中心还在筹备中。在过渡

期，该平台采取的措施包括：争取为急需办理签证的河南
居民在北京签证中心开设绿色通道；对普通类型申请者，
平台邀请法国、英国等出境目的大国的签证官，每月定时
送服务上门，进行移动指纹采集，当面受理，家门口办结。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非欧盟旅游大国，上门服务也将陆续
开通。

此外，不实行签证中心政策的亚洲旅游大国则根据使
馆政策，有的授予该平台独家代办资格，有的授予该平台
优先代办资格。该平台还邀请具有签证代办资格的大型
旅行社共享办公平台，为申请者提供更多选择。

据河南联合签证中心负责人姜东介绍，4月 9日和 4
月16日，法国、英国将分别在该便利化平台现场为河南签
证申请人服务。据测算，仅法国、英国移动指纹采集一项，
每年就可为全省签证申请人节约近亿元开支。③8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我们可以运用最新的技术，
把你们的果园变成一个健康产业园。”在 2019年河南工
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上，盖瑞生物科技公
司的负责人张青娥在翻译的帮助下向智利的客商推销公
司的技术和产品。

张青娥告诉记者，企业通过生物技术，将安阳的酸樱
桃加工制成了纯天然的浓缩果饮和果酒，在全国很受欢
迎。“我们的原料基地在安阳，公司注册地在北京，生产基
地在天津，产品销向全国，公司从一出生就带着开放的基
因，如今想借助对接会走出国门，实现技术输出、产品输
出。”她说。

张青娥的想法得到了遥远南美的呼应。智利BA-
CO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本想通过这次对接会推
销果品，不料却有了意外收获，“今后可以引进盖瑞公司
的技术，或者与盖瑞公司合作，将智利的果园变成一个健
康产业园，让健康产品实现全球共享。”

在对接会上，两家公司达成了初步合作意
向，会后将展开进一步洽谈。③8

□本报记者 樊霞

4月 8日，郑州如意湖畔，第十
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2019 亚洲经济发展峰会”举行。
来自国内外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
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相聚一堂，围
绕“抓住中原地区发展新机遇，构建
开放型亚太经济”这一主题展开了
热烈讨论。嘉宾们纷纷表示，面对
复杂的国际形势，亚洲各国要同舟
共济，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亚洲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
要力量，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更是河南重要的对外经贸合
作区域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地。河南
高度重视与亚洲各国的经贸联系，
近年来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2018 年河南对亚洲各国进出口
2574亿元，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的
46.7%。

而亚洲国家也同样注意到，开
放的河南经济发展脚步越来越快。

“河南正以巨大的市场、便利的交通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步走向世界
舞台，吸引全球目光。”中国亚洲经
济发展协会执行会长权顺基说，开
放的河南呼唤亚洲，开放的亚洲呼
唤世界。“我们更要呼唤抓住中原地
区发展新机遇，构筑开放型亚太经
济。”

此次峰会上，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框架下，如何抓住河南的发展
机遇、增进与河南的经济文化往来
成为嘉宾们关注的焦点。柬埔寨驻
华大使凯·西索达表示，中柬两国的
旅游业发展非常好。目前，从郑州
到柬埔寨每周有 6 个直飞航班，
2018 年到柬埔寨旅游的中国游客
数量已经达到了 190 万人，预计
2019 年将增长至 250 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作为人口大省，河南在柬

埔寨旅游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和份额。“柬埔寨王国旅游部决定
在郑州设立代表处，不仅可以直接
解决中国游客的问题，也会为华中
地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包括为
游客向柬埔寨驻华使馆申请签证提
供便利化服务。”

法国驻华大使馆一等参赞兼总
领事李纪飞表达了同样的合作意
愿：“法国很希望开通到郑州的直飞
航班，也希望很快在郑州新开一个
签证中心。”

当前，河南拥有的一系列国家
战略平台、对外开放的姿态以及正
在努力创造的良好营商环境，深深
吸引着投资者。在投资者们的眼
中，抓住中原发展

2019亚洲经济发展峰会举行

抓住机遇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

让健康食品全球共享

河南省中国公民签证申请
受理便利化平台启动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刘懿

4月 8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019年河南工
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
会”成功举办。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5楼，对接会现场座无虚席，来自
五湖四海的客商在这里相聚，不同
肤色的人们在这里寻求合作。

发达国家企业参会数
量创新高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一
带一路”建设是以合作共赢为基础
的“大合唱”，需要各国企业“共商、
共建、共享”。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连续 3年
在河南举办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
易项目对接会，为我省企业“走出
去”搭起一座桥，为国外企业“引进
来”开启一扇门。据了解，今年对接
会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参会企
业更多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企
业参会数量创新高。

“参会的客商都非常认同中原
的区位优势，认为在‘一带一路’建
设的推动下，河南正由内陆腹地走
向开放前沿，‘四条丝路’同时推进，
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

参会企业为高质量发
展赋能

在本次对接会上，来自焦作的
团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017年
以来，焦作市政府已累计组织 400
多家企业参会，涉及装备制造、食
品加工、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多
个行业。焦作市市长徐衣显告诉
记者，近年来，焦作市始终把开放
招商作为发展的生命线，积极参加

□本报记者 樊霞

人口大省、经济总量稳居
全国第五、建设成为中西部开
放高地、坐拥多个国家战略平
台，每一个标签都让河南的发
展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在期盼的注视下，河南如何正
视自己的优势？在开放和进一
步发展中需要完善哪些方面？
4月 8日，在“2019亚洲经济发
展峰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企
业家、行业协会专家以及政府

官员进行了坦诚交流。
“我认为河南有三大力量，同样有三大改善之处。”联

合国项目事务署北京首席代表罗响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5000年的历史文化在河南都能找到相应的场景，
这样的魅力无法抵挡；河南拥有一亿人口，其消费市场和
消费能力都具有无法想象的潜力；“买全球卖全球”的建
设魄力和政策推进实施，意味着河南在未来发展中有能
力实现“弯道超车”。

但罗响同时建议：河南整体思想观念需要更进一步
解放；企业家创新的意识和水平需要更进一步提升；尽管
河南对外开放力度很大、硕果累累，但国际化的开放仍然
需要迈出更大步伐。

本土企业家、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树
则从企业自身的发展历程谈感受，“河南的营商环境实实
在在地改变着，越变越好。目前各级党政机关在推动企
业发展、服务企业、解决企业问题上，我觉得做得非常到
位，营商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如何推动更多河南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是企业家们
努力的方向。担任建业集团执行总裁的王俊是位80后，
曾在香港任职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做投行工作，
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他表示目前建业集团正在规
划未来战略，“未来三到五年，建业集团旗下将有更多板
块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王俊希望河南企业抓住机会大力
宣传自己，以期在未来赢得海外投资人的关注。③9

2019年河南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举行

中外企业再度牵手

开放发展中的河南
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家企业与国内的700家企业会聚一堂，寻找合作机会，探讨合作方式。②47 刘懿 摄

图为亚洲
经济发展峰会
现场。⑨3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对接活动，累计落地和取得实质性进
展项目投资达 80亿元。今年，又立
足优势产业，精心谋划准备，认真筛
选了 33家成长性高、前景好的优质
企业参加此次对接活动，谋求更多合
作。他告诉记者，通过对接会，焦作
的美丽山水和魅力太极吸引了全球
的宾客，中原内配等企业的高端装备
走出国门畅销欧美。现场，徐衣显当
起了“推销员”，他说：“山水焦作、太
极圣地，创新焦作、开放高地，富裕焦
作、民生福地，出彩焦作、圆梦宝地，
欢迎全球客商前来领略风光、畅叙友
情，共谋发展、投资兴业。”

来自俄罗斯的碧罗丽阿尔泰山
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德米

特里·西莫宁科告诉记者，期待借此
机会，把公司的产品推介给中国消费
者，让中原人民享受到万里之外的山
泉水。

与往年相比，本次参会的企业均
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奇瑞
汽车河南公司、洛阳栾川钼业、河南
光远新材料、瑞士埃克森金属贸易公
司、河南好想你、德国阿克母等一大
批知名企业均来到了对接会现场，展
示新动能、新力量。

中外企业合作向纵深发展

通过现场对接，不少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灵宝黄金集团财务副总监

张月锋告诉记者，通过本次对接会，
集团与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秘鲁的
矿山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来自意大利的一名客商欣喜地
告诉记者，他的公司主要打造清洁能
源生产线，通过对接会已经与焦作的
一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近年来，河
南重视环保、绿色发展，这对我们来
说是个好消息。”他说。

据了解，在今年的对接会报名期
间，中国银行将目标一致或接近的中
外企业精准配对。会议期间，为每一
个外企都配备了专业翻译，保证全程
沟通无障碍。当天共组织了6轮 878
场“一对一”对接洽谈，现场达成进一
步实地考察意向123项。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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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机遇，就意味着更有空间的未
来。全球 CEO 联盟俱乐部主席塔
瑞克·纳扎米认为，构建开放型亚太
经济，开展合作非常重要。“从这个
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是这个地区最
大的市场和经济体，而地处中原的
河南省无疑也拥有着巨大的市场。”

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马来西亚
委员会主席郭义民在参观本届投洽
会展览后，深切感受到了河南省在
全面打造空中、陆上、网上、海上丝

绸之路、不断增
强中原腹地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作用方面
所作出的努力。围绕马来西亚与河
南省的合作交流，他提出了具体的
建议：通商，拓展互惠模式的新空
间；利用郑州跨境电商的服务优势、
保税电商1210模式，打造双方数字
双元和多元化合作；开通马来西亚到
河南的航班,增进双方的互动交流。

“今年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
45周年，希望河南省和马来西亚政
府企业共同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
济多层次的全方位合作，为马中两
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互联互通
的新节点。”郭义民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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