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絮】

□本报记者 栾姗

“河南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中，我最钦佩
的是你们的农业发展。”4月9日，“一带一
路”境外经贸合作论坛上，赞比亚北方省省
长布莱恩·蒙杜比利这样点赞河南。

布莱恩·蒙杜比利列举了一组数字：河
南以占中国 1/16 的耕地，贡献了近 1/10
的粮食、超过 1/4的口粮，不仅养活了 1亿
河南人口，每年还外调 400亿斤原粮及其
制成品。“我们有足够的耕地、人力，但农业
现代化技术水平不高，要多向中国的农业
大省河南请教。”他说。

与布莱恩·蒙杜比利有着相同诉求的
海外嘉宾为数不少，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成为论坛上的热点话题。

“阿斯蒂的葡萄酒产业非常希望外资进
入，我们已经和河南南阳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伙伴关系，希望此次来投洽会有更多的新伙
伴。”意大利阿斯蒂市市长毛里次奥·拉塞罗
说。

“撒马尔罕每年出产大量的水果和蔬
菜，其中就有来自河南的外资农业企业的
产品。希望可以借助河南的‘空中丝绸之
路’扩大合作。”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
州长图尔迪莫夫·埃尔金容说。

“比利时和河南省签署了跨境电商合
作协议，瓦隆期待与河南在国际农产品物
流合作上有所作为。”比利时瓦隆州外贸和
外国投资总署代表弗兰克·杜森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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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瓜达尔

开发的中坚

力量，我们

将会对有兴

趣投资瓜达

尔的河南企

业给予更多

的支持和帮

助。”

□本报记者 陈辉

“作为瓜达尔开发的中坚力量，我们将会
对有兴趣投资瓜达尔的河南企业给予更多的
支持和帮助。为河南经济‘走出去’、为把瓜
达尔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的典范项目，我
们愿和河南各界一起努力！”4月 9日，在郑州
举行的“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论坛上，中
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中热情
地向与会嘉宾推介巴基斯坦港口瓜达尔。

瓜达尔是“一带一路”沿线、“中巴经济走
廊”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巴经贸合作的重要项
目。“自2013年中港控股接手经营至今，瓜达尔
港已从昔日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了现代化国际
港口。港口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等条件均得到根本性改善。”张保中说，未来

瓜达尔将成为南亚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瓜达尔与

河南的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张保中介绍，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瓜达尔国际商品展销会
上，河南省商务厅、河南贸促会派出了100多
人的展销团队；3月 28日，濮阳市与瓜达尔市
正式缔结友好城市；河南企业——育林控股
公司用短短两年时间，把瓜达尔港打造成为

“花园式”港口。也正因为河南企业的贡献，
瓜达尔港有了第一条以中国省份名称命名的
道路——“河南大道”。

张保中表示，中港控股愿做河南与瓜达尔
港合作友好往来的桥梁纽带。同时，也希望郑
州作为河南对外开放的窗口，在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能够提供更多、更高效的服务，为两
地企业交流合作营造更优质的环境。③9

【专访】 瓜达尔有个“河南大道”
——访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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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河南是古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
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4月9日，“一带一路”
境外经贸合作论坛上，副省长武国定向海内
外嘉宾推介河南。大家畅叙友情，寻求机遇，
共谋发展。

黄帝故里、甲骨文、少林功夫、太极拳……
合作论坛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州长
图尔迪莫夫·埃尔金容、加蓬驻华大使波德莱
尔·恩东·埃拉、比利时瓦隆州外贸和外国投
资总署代表弗兰克·杜森和记者聊起河南，这
些元素都要频频提及，有的甚至还饶有兴趣
地比画两下“功夫”。

“他们喜欢古老的河南，更喜欢今天的河
南。”这是中建七局副总经理盛祥荣的感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建七局就开始在非洲
等地布局海外业务，埃及玛丽娜旅游中心工
程，厄立特里亚凯瑞制药厂项目、门德法拉医
院工程，均留下了“中国建筑·河南承建”的印
记，更撒播下中外友谊的“中原种子”。

会场内，古老的丝路驼铃仿佛还在耳边
回响；会场外，崭新的丝路画轴渐次展开，前
景光明。

从郑州至“千堡之国”卢森堡，有一条“空
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卢货航的航线覆盖欧
美亚三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
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际枢纽航线
网络，带动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50强；

从郑州至德国外贸中心汉堡，有一条“陆
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中欧班列（郑州）从

“有去无回”到如今的“去九回九”，在国内目
前开行的中欧班列中率先实现高频次往返满

本报讯（记者 王平）4月 8日，作
为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丘睢
县中原鞋都国际鞋业高峰论坛在郑
州举行。本次论坛由商丘市人民政
府、中国皮革协会主办。副省长刘伟
出席论坛。

来自制鞋及相关配套行业企业
的 400余位客商围绕“赋能鞋业·智
造未来”主题，为制鞋行业发展寻找
新机遇。刘伟指出，河南劳动力资源
充裕，已经成为我国制鞋业转移的重

要承接地。近年来，睢县围绕制鞋主
导产业培育，先后引进和培育制鞋及
配套企业 100多家，年产能超过 1亿
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转变，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

“中原鞋都”。本次论坛必将促进智
能制造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
合，为制鞋企业智能化改造和高质量
发展探索路径。

论坛上，30 家制鞋及相关配套
企业与睢县签约，将落户“中原鞋
都”。③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4月 8日，中国（河南）和韩国
青年企业家论坛在郑州举办，120余
位豫韩青年企业家积极交流、共话合
作。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出席。

钱国玉表示，近年来，伴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河南与韩
国的经贸往来也日益活跃。2018
年，我省与韩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额超过 300亿元，有贸易往来的企业
1866 家，韩国已经成为我省主要外

资来源国之一，衷心希望中韩青年
企业家利用本次投洽会契机，积极
对接交流，共商投资合作，让豫韩友
好合作在新的时代结出丰硕的成
果。

以中国韩国人会会长朴元愚为
首的韩国企业家代表团参加了本届
投洽会。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青
春创出彩，合作赢未来”主题，针对中
韩经济形势、经贸合作热点、焦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③9

本报讯（记者 樊霞）“我们希望
利用已有成功经验，为河南中小企业
到中东寻求发展提供服务。”阿联酋
河南商会会长陈然说。4月 9日，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豫商助力中原更出彩座谈会在郑
州举行。来自英国、美国以及上海、
天津等地 70多家河南商协会负责人
相聚一堂，就如何充分发挥豫商力量
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以来，
豫商在我省投资 2000 多亿元，投资
额超过 10 亿元的项目达 100 多个。
其中，恒大集团投资 100亿元的兰考
恒大家居联盟产业园、河南上海商会
投资 50亿元的郑州二七新城绿地滨

湖国际总部经济产业园、安徽豫商联
合会投资 50 亿元的夏邑城市综合
体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为中原
出彩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多年来，河南与豫商合作交流不
断深化，豫商精神进一步彰显。”省商
务厅厅长张延明说，一批豫商为家乡
建设发展倾尽全力。如河南省山东商
会创建了“双精准”平台，既为政府招
商，也帮助企业精准投资。

据悉，为持续深化与豫商在商务
领域的合作，下一步我省将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逐步建立豫商协会评价机
制，建立商务部门与豫商互联互通的
直通车制度，推进豫商与省内各地合
作交流，充分发挥豫商示范效应。③4

30家鞋企将落户“中原鞋都”

中国（河南）和韩国青年企业家论坛举办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豫商
座谈会举行

为中原更出彩发挥豫商力量

“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论坛举行

“中原驼铃”响彻“丝绸之路”

各具特色的河南省地市展馆。⑨3 3D智能打印机吸引参会者目光。⑨3

4 月 9 日，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一带一路”
境外经贸合作论
坛举行。⑨3 本
版图片均为本报
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4 月 9日，作为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分会场重要活动
之一，“开放共享 智创未来——洛
阳·2019 城市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暨
第 37届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
谈会”在洛阳举行。省委常委、洛阳
市委书记李亚出席活动，省政协副主
席钱国玉致辞。

在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
长李毅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一鸣等分别围绕“提升工业
经济供给能力”“实体产业发展和转
型发展”主题发表演讲，大家聚焦提
升工业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等重大课题，为洛阳
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探讨新时代洛
阳开放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之路。

在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上，集中签约 36个项目（其中合同项
目 33个，战略合作协议 3个），33个
合同项目投资总额537.5亿元。项目
主要涉及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
业领域。

会议吸引了华南城集团、珠海银
隆新能源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等
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及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商协会，美国、荷兰等 9个国
家和地区及国内 20多个省、市、自治
区的客商代表参加。③4

洛阳·2019城市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李国英
本报通讯员 苟华云 杨留生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位于洛阳
市洛龙区伊河八里堂段西岸的伊水游
园，草木吐绿，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
勃景象。水面微波轻皱，清明如镜，倒
映着蓝天白云。蚂蚁乐园、荧光小道、
花城驿站等各具特色的精美小品以及
健身广场、篮球、排球、羽毛球广场，把
游园点缀得多姿多彩。一些市民在游
园里或漫步踏春或健身娱乐。置身春
天里的游园中，令人心旷神怡。

伊水游园“前世今生”的极速嬗
变，是洛龙区全力实施全域生态环境
治理的宏大工程中取得的诸多喜人成
效之一。

牢固理念科学布局
城市乡村应绿尽绿

洛龙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认真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建设“森林河南”决策部署和
洛阳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全市

“国土绿化提速提质行动”，按照“四季
常绿、三季有花、错落有致、色彩丰富、
简洁明快”的原则，以“七绿”工程为抓
手，突出“一山、一水、三廊、七环”，2018
年10月份以来共谋划实施绿化项目23
个，绿化总面积4800余亩，栽植雪松、
大叶女贞、国槐、池杉等20余种乔灌木
共计35万余株，总投资约9亿元。

作为洛阳市“四河同治，三渠联
动”、五项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洛龙
区重点打造了占地面积 4100 亩、长
10公里的伊水游园。其中，一期伊水
游园八里堂段 1630亩于 2018年冬季
进行了再次绿化提升，总投资 3.5 亿
元，目前已建成对外开放。二期伊水
游园李楼段则是去冬今春的重中之
重，采取市场化运作，引入社会资本投
资实施，总投资约 3.6亿元，目前已栽
植乔灌木156780余棵。

与此同时，重点围绕郑西高铁、二

广高速及龙门大道打造靓丽的城市生
态走廊，该区严格按照高速、高铁绿化
宽度每侧100米的建设标准，逐路段进
行自查，因地制宜，查漏补缺，切实做到
树有高度，林有厚度。目前沿线共高标
准绿化 2800余亩，20万余株樱花、雪
松等赏花观叶绿植让人眼前一亮，实现
高速、高铁沿线廊道绿化全部清零。

多措并举发力共建
国土绿化成效显著

强化领导。2018年以来，洛龙区
将全区国土绿化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持
续推进，完善工作机制，由区党政班子
分包具体项目，每单日晚上召开调度
会议，每周六上午定期召开区领导现
场督导会，及时解决存在问题，表扬先
进，鞭策落后，全面建立工作台账，倒
排工期，严格对标销账。

科学规划。全区重点绿化项目均
选取有资质的园林设计单位提前进行
科学规划，根据绿化区域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合理规划，科学布局，确保各
绿化项目的科学可行性，以便后期更
完美的呈现绿化效果。

创新机制。首先是领导分包制
度。党政班子成员具体分包到项目，确
保各绿化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其次
建立政府+社会共建机制，洛龙区积极
探索政府+社会共建机制，政府为企业
提供各方面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自
行出资实施绿化建设，目前共引入社会
资本 4家，引入社会资金 3亿元，有效
缓解了政府资金压力。

此外，建立日报督查制度。区委、
区政府建立全区重点绿化项目台账，
采取日报制，每天要求及时上报最新
进度，每天向区主要领导汇报最新进
度，确保各绿化项目严格按照时间节

点完成。同时，区纪委监委全程参与
绿化项目督查工作，不定期抽查各绿
化项目的工程质量，确保绿化成效。

开窗见绿出门进园
生态红利惠及民生

城市小游园建设。该区按照居民
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标准，
着眼于“提升城市形象、方便群众生
活”，科学规划布局，强力“拔乱播绿”“见
缝插绿”，大力实施城市游园建设。去
年，该区先后完成了八里堂东游园、浙
大科技园游园、恒生科技园广场游园等
13处小游园。2018年，该区又投资2亿
多元，规划实施了13个精品游园建设提
升工程。目前，20多个各具特色、环境
优美的城市游园将在洛龙城区全部“闪
亮登场”，服务城区居民休闲生活。

村庄绿化美化。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结合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该区制
订了《洛龙区村庄绿化实施方案》，利用
农村空闲隙地、废弃宅基等见缝插绿、
应绿尽绿，鼓励群众开展庭院绿化，全
力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工作，2019年计
划完成25个村的村庄绿化美化工作，
三年时间内完成全区68个村的村庄绿
化美化工作，实现生态文明村全覆盖。

义务植树再掀国土绿化新高潮。
2019年 2月 28日，洛阳市在洛龙区伊
水游园李楼段开展全市春季义务植树
活动，市委、市政府四大班子领导，区
委、区政府四大班子领导，区直机关干
部职工共计700余人参加春季义务植
树造林活动，共植树4000余株。为推
进国土绿化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增添
光彩。

如今，俯瞰洛龙城区，城市游园星
罗棋布；一道道绿色生态廊道顺路延
伸、依山起伏、傍水环绕，纵横交错，满
眼苍翠。驱车走在洛龙区的街道上，
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林木，色彩斑斓
的花草，人在车中坐，若在画中行。走
进洛龙，如同走进一幅绿荫遍布的优
美画卷，心情舒畅而又惬意。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洛阳市国土绿化巡礼⑧

洛龙区：全域绿化提升城乡新颜值

载、均衡对开；
从郑州至世界各大城市，有一条“网上

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EWTO核心功能集
聚区建设稳步推进，河南保税中心首创的

“1210”监管模式、“秒通关”通关模式、“海
淘不用等、现场提货走”销售模式全国领先；

郑州至全国各大沿海港口，有一条“海上
丝绸之路”越来越顺畅：郑州集装箱中心站通
过铁海联运有效衔接青岛、连云港、舟山港等
重点港口，“无水港”通江达海连世界。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丝绸之路”四路
并举，正释放出“乘数效应”，形成了河南发
展国际多式联运的新优势。“河南有效破解
不沿边不靠海的区位难题，持续释放对外开
放活力。”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局长刘殿勋
说。

丝路和驼铃，穿越古与今。3个小时的
论坛结束后，一个开放、自信的中部大省形
象，已经深深镌刻在海内外嘉宾心中：河南，
昔日以“古”闻名，今朝以“新”出彩。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