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在非洲的河南创业者，我们在
非洲看到有越来越多河南人在那里创业
就业，政府也有具体措施来奖励跨海出口
项目，并且举办展会、开放大会等活动，让
跨海企业多发声。”何方方看到最近央媒
不断关注河南、展现河南的发展成就，她
颇为激动。

何方方告诉记者，她切身体会到河

南正在营造一个越来越活跃的开放环
境，尤其是各省辖市、产业集聚区都在积
极筹划出海，大家都很有干劲和激情。“我
希望河南早日成为开放高地。同时，我也
希望河南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工厂走
出去，并顺应国外市场需求变化，不断加
强产品创新、品牌培育及新型外贸人才
培养。”③8

何方方 河南一立方非洲品牌电商创始人

7月 25日，人民日报以6个整版篇幅、用全彩图文并茂的形式，推出了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河南》专版。专版分别以
领导署名文章及“数读河南”“‘中原粮仓’的贡献”“产业兴，脊梁硬”“买全
球，卖全球”“悠悠文脉，多彩中原”为主题，辅以精美图片，多视角展现河南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铿锵步伐及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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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志武 葛思贤

大发展需要大开放，大开放带来大发
展。7月 24日，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在郑州举
行，再次吹响中原大地扩大对外开放的号角。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全省货物进出口额
从 1978 年的 1.18 亿美元发展到 2018 年的
828.2亿美元；1981—2018年，河南对外投资
累计近 169亿美元，合作地区遍及世界 80多
个国家和地区；在豫投资的世界 500强企业
达到129家，国内500强企业160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河南开放的步伐一路
向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如果说以上数字
有些“生硬”，人民生活的变化却是“切切实
实”。新西兰牛奶、法国红酒、荷兰鲜花、加拿大
海鲜、德国原装汽车等，正通过中欧班列（郑
州）、国际货运航空等源源不断运到河南，对外
开放带来的变化，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开放让生活更美好

网友@长亭外：经常看见报纸上介绍中

欧班列（郑州）又跑了多少趟、实现了多少来

回，其实这就是河南对外开放在交通领域的

一个缩影。班列不仅仅让河南的物产“走出

去”，更将外界的好东西带回来，去超市逛一

圈儿，可供选择的海外商品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中原：这几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变

化，经常可以在郑州的街头看见很有生活气

息的外国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拖家带口逛

超市、跑步，和我们一样为建设这个城市而努

力着。河南对外开放，郑州自然要当个排头

兵，工作环境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其实也是

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让城市可以发展

得更好，也让外国更了解中国、了解河南。

网友@花开时节：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转

发过一张图，是计划落户在咱河南的海外学校

或者教育机构，很多很多。如果河南没有对外

开放的心态和举措，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

们的孩子也不会有这么多选择教育的机会。

网友@孔恰恰：自贸试验区里也有不少海

外企业吧？上次看新闻说有一个好莱坞的特

效公司也在河南自贸试验区落地了，真好！相

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海外企业在河南落地生根。

网友@DP2016：记得以前在淘宝、京东上

买东西，往往好几天才能到，有时候超过一星

期。现在郑州作为中部的物流中心，很多大的物

流公司都在这里设有仓库。有一次早上买的牛

肉，下午就到了，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春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

超市里的进口货越来越多。以前同事拿个外

国货，总是在单位显摆，现在随手就能买到，

再也没人炫耀了。小区下边去年开了个水果

超市，专卖进口水果，有些名字都叫不出来，

这在几年前简直不敢想象，现在已经“飞入寻

常百姓家”了。

开放让办事创业更顺畅

网友@火山火山：我大学在武汉学的服

装专业，2017 年来郑州创业，和朋友合开了一

家服装店，当时启动资金不够，是郑州的创业

补贴政策解了燃眉之急。去年和男朋友买

房，又享受到了“智汇郑州”人才政策的购房

补贴，现在我已经定居郑州，这里为我们这些

青年创业者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网友@西瓜没有瓤：我们公司是卖安防

产品的，在郑州港区有个办事处，现在我们的

产品通过航空物流已经积累了不少外国客

户，公司在这里的人手正逐渐增加，大家的收

入也比之前高了不少。

网友@祥云112：朋友开了一家外贸公司，

去年到自贸试验区那边办营业执照，以前办这

个证照要多个部门来回跑，能 3个月办下来就

不错了，没想到他 3天就办下来了。2017年我

省施行“三十五证合一”改革，他正好赶上政策

的红利。现在河南的营商环境真是越来越好，

老百姓再也不用“跑断腿”了。大河南，加油！

开放让河南人民更自信

网友@古城今夏：河南地处中原，既不沿

边，也不靠海，看似与国外隔着重重屏障。但今

天，我们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成功地“走出去”“引

进来”，河南的经验不仅仅对河南有益，对其他内

陆省份也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柠檬草：我在外地上学，经

常跟同学聊起我们家乡有自贸试验

区，可以买到新进口的海外商品。

有时候大家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买东西，也会显

示“郑州保税仓”发货。保税仓库渐渐代替了

海外代购，郑州刷出好一波存在感！

网友@光小明：河南对外开放取得

的成就，离不开政策支持。优化营商

环境也好，减税降费也罢，政府职能

不断转型升级。干事创业的年轻

人不断回归故乡，通往海外的

航路正在越走越宽……我们

总说要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对 外 开 放 就 是 这 建 设 道

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 看 到 了 河 南 的 努

力，我投入了这努

力的洪流，这是

我 们 的“ 不 忘

初心”。③6

跑出开放加速度 美好生活“摸得着”
——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引网友热议

袁金星表示，近期央媒“扎堆”报道河
南发展，相信每一位河南人都会为家乡变
化感到骄傲自豪。回顾河南 70年来走过
的路，更像是一部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的创
业史和奋斗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
南高质量发展渐入佳境，更加坚定了新时
代河南加快“中原更加出彩”铿锵步伐的信
心和决心。

展望未来，袁金星说，相信河南会把
新旧动能转换的“起势”转化为全面协调

发展的“胜势”，把深化改革的“压力”转
化为加快发展的“动力”，把对外开放的
区位“洼地”转化为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
优势“高地”，把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的

“挑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契机”，把
发展环境营造的“潜力”转化为市场主体
成长的“活力”，把民生发展“短板”转化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引擎”，谱写出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

袁金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央媒齐发声 赞河南真“中”！
中央媒体集中关注河南70年发展成就引网友热议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 刘杨

70年可以描绘出一个怎样的故事？河南给出了精彩的答案。70年来，河南人民一步一个脚印，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美丽家园。7月25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多家央媒“扎堆”点赞河南。

河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铿锵步伐在央媒的报道中生动
呈现，引起强烈反响。报道一经
发出，立刻掀起了河南热，全国
多地媒体同时聚焦河南，为河南
点赞。河南各大媒体及不少河
南民众及时跟进转发。在外奋
斗的河南老乡也通过这些报道
与“老家河南”亲切邂逅，纷纷跟
帖点赞。

“太激动了，今天的河南是当
之无愧的‘头条’，这是褒奖与肯
定，更是激励与鞭策。”网友转发
与评论数量持续上涨。

网友@中州二郎：嵩岳巍巍，

黄河滔滔。老家中原，豫见河南。

网友@浮生：看到央媒的报

道了！国家很重视河南，自豪的

同时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

们要敢想敢干，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看好河南！

网友@散户资本：充分利用

自身区位优势，带动中原城市群

崛起，为中华民族复兴增添动力，

了不起，点赞。

网友@江南：魅力中国，大美

河南，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

网友@正能量410815：河南

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确实厉害，有

目共睹。一亿人要都富裕起来，

确实不容易。

网友@锣鼓山人：作为“中原

粮仓”，河南责任重大，我们要始

终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推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

网友@时时发：每天都通过

媒体看看家乡的变化，河南发展

越来越好，中部地区崛起，河南要

走在前列，加油！

全省对外开放大会
河南日报客户端专题

报道速读 网友点赞

各方声音

高质量发展的河南更加出彩

7月 25日，光明日报刊发《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河南篇》。报道称，为
了让古老中原出新彩，河南持续挖掘传承红色基因，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
量发展，全省生产总值连年攀升；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大力夯实“中原粮仓”基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满活力，产业融合春色
满园；发挥“九州之中”的区位优势，加快米字形高速铁路网、航空港区和自
贸试验区建设，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为引领的中原崛起之路。

“70年沧桑巨变，70年砥砺前行，河南正以新时代面貌，迈向高质量发
展。”经济日报以《打好“四张牌”中原更出彩》为题，分别阐述了河南打好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四张牌”的具
体举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以《毫不放松抓好粮
食生产 夏粮总产量再创新高》为题，报道河南由“中原粮仓”变成“国人厨
房”，并正在丰富着“世人餐桌”。报道称，7月中旬，河南今年夏粮总产量
揭晓——749.08亿斤，位居全国第一，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小麦产量超过
748亿斤。70年的时间，河南小麦亩产由 1949年的 85斤，增长到目前的
873.26斤，比世界的平均水平高了近一倍。

新华社以《盛满丰收的田野 大有可为的土地》为题，分“稳住‘大粮仓’
抓紧‘粮袋子’”“架起‘新丝路’开放促发展”“绿色新动能跑出‘加速度’”3
个部分，从粮食生产、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产业等方面肯定了河南近
年来取得的新成就。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于 7月 25日上午 10时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直播特别节目——《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河南篇》。节目分“扛稳
粮食安全振兴乡村经济”“丝路四通达开放新高地”“永远的焦裕禄精神”“守
护青山绿水 造福一方百姓”4个部分，展现了河南焕然一新的面貌。

看到人民日报整版报道“中原粮仓”的
贡献，宋彦峰感触颇深。“悠悠万事吃饭为
大，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的战略产业。”宋
彦峰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河南的

“一大优势”“一张王牌”，为保住这一优势，
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着力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推进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努力实现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推动河南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

强省转变。
“近年来，河南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取

得显著成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作出了突出贡献。人民日
报、央视等媒体多次报道河南农业的发展，
这既是对河南农业生产地位的肯定，也是
对河南农业贡献的肯定，更是对河南农业
发展的激励。”宋彦峰表示，未来，相信在省
委、省政府的带领下，河南农业发展和粮食
生产这张“王牌”会更亮，也必将为中原更
加出彩添上浓重一笔。

宋彦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

“河南这几年各方面发展越来越好、整
体形象不断提升，得益于全省上下的共同
努力，也得益于媒体客观、真实、全面地报
道河南。”董广安表示，这次央媒集中报道
河南，展示河南的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了

主流媒体的主力军、主渠道作用，对于进一
步塑造河南良好形象意义非凡。同时，以
多平台、多渠道、融媒体的形式反映河南经
济社会新变迁，为河南发展点赞，也为河南
营造了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董广安 郑州大学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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