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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 月 9
日，第十三届投洽会专项活动——
中国河南外贸产业基地项目对接会
在郑州召开。黄淮四市纺织服装外
贸产业基地等十家外贸产业基地在
对接会上首次精彩亮相，集中对外
推介。全省各相关厅局、地市主管
领导、相关县（市、区）政府负责同
志，外贸产业基地龙头企业及上下
游供应链企业负责人，境内外投资
商、采购商450余人参加了对接会。

这十大外贸产业基地分别是：
创新高地——郑州航空港区智能终
端外贸产业基地，技术领先——郑
开汽车及零部件外贸产业基地，基
础雄厚——洛阳市工程机械外贸产
业基地，资源富集——豫西有色金
属外贸产业基地,龙头引领——焦
作市羊剪绒制品外贸产业基地,体
系完备——濮阳市石化新材料及装
备外贸产业基地,发冠世界——许
昌市发制品外贸产业基地,生态活
力——豫西南食用菌外贸产业基
地,轻纺集群——黄淮四市纺织服
装外贸产业基地,无中生有——平
舆县户外休闲外贸产业基地。

副省长何金平在活动致辞中
说，目前全省有各类国家级外贸产
业基地14个，省级外贸产业基地38
个，外贸产业基地进出口额占全省
进出口比重超过 80%，已成为外贸
增长的关键支撑和转型升级的重要
引擎。我省优选出10个产业基地进
行重点推介、重点培育，努力打造一
批优势产业集群，强化产业和贸易
融合互动，发挥产业集聚和贸易集
聚效应，不断提升基地的产业实力、
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
加快形成我省外贸竞争新优势。

对接会上，郑州航空港区从区
位优势、口岸体系、产业特点以及营
商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推介；洛阳市
从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承载平台、
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科技实
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
方面进行了推介；许昌市则突出介
绍了自己交通便捷、产业基础雄厚、
科技实力强劲并引领行业标准的几
大优势，其他几大产业基地也分别
介绍了自身的独特优势。

与会嘉宾也从多个角度提出了
推进外贸产业基地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大家一致认为，主管部门应指

导各地科学制定和落实基地发展规
划，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
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集约
高效利用，推动规模效应明显的基
地做大做强，专业化细分领域的基
地做精做优，增强基地对地方经济
发展的带动作用。

同时，各地要围绕主导产业开
展招商，既注重招引产业链龙头企
业，也招引配套协作企业；既招引生
产企业，也招引贸易服务企业，发挥
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与协同优势，
推动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努力营造
有利于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创
新要素集聚的环境与平台，提高基
地集成创新能力，加快技术产品、业
态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引进
吸收再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努
力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这次活动设置了专门的对接洽
谈区。推介环节结束后，各基地、进
出口银行、出口信保公司、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等分别进行了对接。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王绿扬

“我们将嫁接更多国内甚至国
外优质资源进入河南，帮助每个省
辖市打造自己的体育产业品牌和特
色，更重要的是服务全民健身。”4
月 8 日，在 2019“一带一路”她消
费·她经济·她出彩合作论坛上，奥
运冠军、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董事长邓亚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邓亚萍说，近两年她和团队在家乡河南各地开展项目考察，
整体感受是群众运动基础好，全民健身需求旺盛、潜力巨大，但
也存在“小而散”问题，好的项目、团队少，和发达地区相比有一
定差距。2016年，总规模 50亿元的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设立。邓亚萍说，我们将依据每个省辖市的特点，为体育产业布
局和战略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已在三门峡、郑州市郑东新区搭建
了两个子基金项目，推动当地体育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针对当天“她消费·她经济·她出彩”主题，邓亚萍认为，现代
女性要脱下高跟鞋，换上跑鞋，以运动的方式实现健康健美。“健
身正在成为大家生活方式中重要的一环。”邓亚萍说，我们正在
致力于建造“小而美”的运动场所，为老百姓提供就近运动健身
的服务或设施，以气膜建筑形式建造的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已在
郑东新区落地实施。

邓亚萍表示，她将积极嫁接资源，让大家更科学更安全地运
动。“邀请一些老运动员、老教练前来，将他们的‘一身功夫’传授
下去，让大家享受到和运动员一样的‘专业待遇’。”③5

让群众享受运动“专业待遇”
——访奥运冠军、邓亚萍体育产业

投资基金董事长邓亚萍

新时代需要“她出彩”
——访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央

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

□本报记者 王绿扬 周晓荷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
则天建立的武周王朝就定都在洛
阳，所以在河南谈‘她出彩’，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4月 8日下午，全
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央民族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受邀前来参
加2019“一带一路”她消费·她经济·
她出彩合作论坛暨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在主旨演讲中，蒙曼从自
身的研究领域出发，讲述了她对新时代女性更加出彩的理解。

在《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中，蒙曼讲过武则天、
李清照等女性的故事。“武则天最大的悲剧就是没有生在一个

‘她出彩’的时代。然而现在，我们真正迎来了‘她时代’。”蒙曼
表示，如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女性力量崛起，推动摇
篮的手正在推动世界。

在新时代，女性如何更好实现自身价值？在蒙曼看来，女性
实现自身价值，既要独立，又要有责任感，“我认为，女性价值的
实现可以分为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可
以不依赖别人而活’，第二重境界是‘我和你在一起，让生活变得
更好’，第三重境界是‘我和你共同努力，让全世界变得更好’。”

采访结束时，蒙曼与记者分享了三句诗词：“第一句是李清
照的词——‘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我们
要珍惜这个美好的时代。第二句是苏轼的词——‘万里归来颜
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我们要微笑面对生活。第三句是
毛泽东的诗——“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在女性发展的道路上，
男女携手，会迎来更出彩的‘她时代’。”③5

（本栏图片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中国河南外贸产业基地项目对接会召开

河河南十大外贸产业基地首次亮相

黄淮四市服装产业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江苏的阿尔本来了，北京的
爱慕来了，上海的新思维来了，浙
江的花丝诺来了，中国服装百强企
业国泰集团也在西平落户。”4月 9
日，中国河南外贸产业基地项目对
接会上，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
李刚作黄淮四市纺织服装外贸产
业基地推介时的一番话，让在场的
不少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了黄淮四
市服装产业的雄厚实力。

黄淮四市指的是信阳市、驻马
店市、周口市和商丘市。现在这 4
个市都在大力发展纺织服装外贸
加工产业，它们各有特色，但都是
人力资源丰富、交通区位优越、营
商环境良好的投资沃土。

李刚说，信阳市是中国最大的
羽绒制绒产业区，具有十分完备的
制绒产业链。平桥区、潢川县、息
县等连片发展了外贸产业基地，如

今阿尔本公司的外贸产业园区已
经落户信阳。2018年，信阳市建立
了国际贸易加工承办基地，沿海外
贸企业纷纷到该市考察，目前基地
已经入驻企业28家。

周口市规划 2020年实现纺织
服装产业千亿级的规模。现有纺
织服装企业数量占该市工业企业
总数的 19%，项城的职业工装、太
康的纺织纱线等，都是周口市出口
较多的产品。

此外，商丘市的夏邑县、虞城
县、睢阳区等遍布着服装加工企
业；驻马店市西平县以弘扬“蚕神
嫘祖”服饰文化为引领，培育形成
了年产值超100亿元的服装产业集
群。

李刚说：“黄淮四市服装产业
未来可期，这里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和连片发展优势，我们要进一步完
善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集中度，推
动服装产业快速发展。”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9日下午，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进出口采购对接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大会主办方组织了手机、智能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五金
工具、服装服饰、食品及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地毯、户外休闲、发
制品等十大类近 500家河南省重点出口企业，300多家境内外
专业采购商现场参会对接，到会人数超过1000人。

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在现场说，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是我省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为河南经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此次采购对接会旨在为河南省外贸企业搭建平台、
促进企业扩大出口。组委会结合河南省出口产业优势和近年
来单个商品的出口规模，选取十大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和贸易
公司参展，同时还优选了部分未取得展位的企业来参加此次
采购对接会。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为省内的外贸企业与境
外采购商提供面对面沟通洽谈的机会，为双方深化交流、扩大
贸易创造良好条件。

据了解，欧美工商会、中国货代协会、广贸天下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针对十大类产品分别邀请了上百位境外专业采购商参
会。

对接会现场，来自匈牙利的客商同郑州一家电器配件公司
当场达成采买意向，双方都对这种高效的对接方式称赞不已；省
外部分企业由于一时间对接不到销售企业，直接通过场地配备
的广播发布了自己的采买需求。

张延明表示，我省目前有进出口业绩企业达到 7747家，还
有 10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42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和 10个外贸产业基地。希望参会的采购商能多接触河南的
企业，多发现商机；也希望参会的省内进出口企业能够充分利用
这个平台，展示河南的优势产品，扩大产品出口，提升河南产品
的全球知名度。③9

300多家境内外专业
采购商忙“采买”

【花絮】

对接会上，首次亮相的河南十大外贸产业基地吸引了众多境内外客商的兴趣。⑨3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摄

地市展馆中各具特色的展品令人眼前一亮。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郑州航空港区智能终端外贸产业基地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已入驻富士康、中兴、vivo等 200多家智能终端企

业和超过 100家配套企业，形成了“整机+配套+核心零组件”手机全产业链，年产值
突破3000亿元，进出口总额达3400亿元，累计生产手机超过 12亿部，手机年产量占世界
的1/7，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端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郑开汽车及零部件外贸产业基地
郑开汽车及零部件外贸产业基地包括郑州、开封两大板块，共拥有规模以上生

产企业700余家。郑州汽车工业已形成以大中型客车、轿车、新能源汽车、轻型商用
车、SUV、皮卡及改装车为主导的产品结构，培育出6家整车生产企业、10余家专用汽车生产
企业和150余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年产值达1500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66亿元。

洛阳市工程机械外贸产业基地
洛阳市工程机械外贸产业基地现有中国一拖集团公司、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等产业链企业500余家，特色产业产值220亿元，进出口总额 15亿元；已有
467种“洛阳制造”走向世界，同时应用于载人航天、“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辽宁号”航母、高
铁、国家大剧院、C919大飞机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

豫西有色金属外贸产业基地
豫西有色金属外贸产业基地分布于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济源、三门峡和洛阳。

济源是亚洲最大的铅锌冶炼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有色金
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三门峡已形成黄金、铝、铜三大优势有色金属产业，黄金产量连续33年
居全国第二位；氧化铝年产量560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一半；电解铜产量52万吨，年产值近
300亿元。洛阳钼矿储量居全国首位，有色金属特色产业产值600亿元。

焦作市羊剪绒制品外贸产业基地
焦作市羊剪绒制品外贸产业基地以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为龙头，以孟

州市产业集聚区和南庄镇皮毛产业园为主要载体，拥有羊剪绒制品企业 150多家，
年产值达 109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28亿元，在全国乃至世界羊剪绒制品产业发展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濮阳市石化新材料及装备外贸产业基地
濮阳市石化新材料及装备企业达600余家，油气装备产品涉及钻采、清洁等8

大装备环节2300余个品种；年产值达580亿元，年出口额超过46亿元，产品远销
美国、新加坡、意大利、印度、韩国、日本等国家。

许昌市发制品外贸产业基地
许昌是全国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原材料和成品的集散地，具有

发展历史悠久、产业基础雄厚等多重优势。全市拥有发制品出口企业200多家，相
关从业人员30多万人，年产值达236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40亿元，出口总量占全国的一
半以上。

豫西南食用菌外贸产业基地
豫西南食用菌外贸产业基地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和自然资源，建成南阳、三门

峡两大子基地。南阳食用菌总产值超过100亿元，进出口总额达80亿元，远销21个
国家和地区，现有食用菌加工企业230余家，年加工能力30万吨以上。

黄淮四市纺织服装外贸产业基地
黄淮四市纺织服装外贸产业基地包含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4市，已初步形

成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条。

平舆县户外休闲外贸产业基地
驻马店市平舆县已成为中部最大的户外休闲产业基地，入驻户外休闲企业

26家，建立扶贫车间 300多个，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 2万多人，产品涉及藤编家
具、遮阳制品、户外急救包、工艺品、五金工具及配件等，年产值达 14亿元，出口总额超过 11
亿元。③8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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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外贸产业基地有啥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