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42019年 12月30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郭北晨 美编 周鸿斌

一个内陆大省的开放朋友圈

（上接第一版）显著提升了河南在全国
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为“Huanghe”品
牌鲲鹏服务器和台式机项目从筹划到
落地，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10月，徐
直军到访河南，从一名制造业资深管
理者的视角，苛刻地审视这片土地。
这一趟没白跑，徐直军回总部汇报后
痛快拍板——棋子就落在这里。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黄河鲲鹏服
务器和台式机生产项目建设，在华为公
司的鼎力支持下，项目从选址、建设到

投产仅58天，刷新了河南实体企业落
地纪录。河南速度、中原效率为“鲲鹏”
插上腾飞的翅膀。“在河南，来了就能干
活，有事立刻解决，我们没有适应期。”
不止一位华为高管这样感叹。

据悉，黄河鲲鹏服务器和台式机
项目，2020 年将形成年产 10万台自
主可控服务器、60万台自主可控台式
机的生产能力，3年内将达到年产 30
万台服务器、500万台台式机的规模。

围绕打造“Huanghe”品牌的上

下游产业链，一批自主可控领军企业
和鲲鹏生态企业快速成长，未来河南
将完成200家以上软件开发企业的产
品适配，构建鲲鹏产业生态体系，培
养一批鲲鹏产业生态人才，推动鲲鹏
生态产品示范应用，打造全国重要的
自主可控产业集群，用创新引领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这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甩
开膀子加油干！”许昌市委书记胡五
岳说。③8

选址到投产仅用58天

（上接第一版）就是把自己经营多年的
年产几万吨的黏土矿交给村里，变为
集体资产。村里老一辈人说，福运这
孩子，仁义啊，抱住个金娃娃，也舍得
给大家伙。赵福运却说，“我自己种下
多少棵‘摇钱树’也抵不上给乡亲铸个

‘聚宝盆’”。
可巡返村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赵

福运一班人心里却没有底。
闭塞落后的巡返村，很多群众一

年到头“走不出村，离不开乡”，思想固
化，视野狭窄，“打开山门，先要打开脑
门；没有思路，哪来出路？”

从小听着新乡刘庄老书记史来贺
事迹长大的赵福运，将取经的第一站
选择在离巡返村七八十公里的刘庄。

1987年 5月的一天，赵福运风尘
仆仆赶到刘庄，不巧的是，史来贺到外
地出差。赵福运让人给老书记捎个
话：半个月后再来。

半个月后，赵福运再访刘庄。握
住史来贺满是老茧的大手，他迫不及
待地将巡返村的情况、自己的困惑，一
股脑讲给史来贺听，请老书记把脉问
诊指点迷津。

“共产党员就是要带领群众共同
致富”“千变万变，发展经济这一条什
么时候都不能变”……史来贺的话，推
心置腹，如醍醐灌顶，赵福运的血一寸
寸从脚底板热起来。

赵福运在刘庄连住了三天，跟着
史来贺进企业、下大田，走访村民，还
跟村干部和党员进行座谈，光笔记就
记了两大本。

回去开村民大会传达学习体会，
赵福运觉得不过瘾，干脆租了两辆大
巴车，带领村民“组团”再访刘庄。

三访刘庄，取来了真经。“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成为支撑巡返村发展大
盘的“定海神针”。

根据刘庄的经验，赵福运和村“两
委”班子成员一起制订了巡返村奔小康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稳步发展村
办工业、以工业带农业的发展思路。

思路有了，方向明了，可钱从哪里
来？

赵福运带头拿出 5万元积蓄，作
为村里办厂上项目的启动资金。

在他的带动下，村民张进才卖掉
了四轮拖拉机和10万块砖，做拉煤生
意的赵福秋、马金社卖掉了货车，赵小
撵拿出卖荆编的钱，有老汉送来置办
寿材的钱，有老婆婆攥着鸡屁股里抠
出来的一沓毛票交到赵福运手里……
看着几块、几十块、几百块慢慢堆成一
堆，这几乎是巡返村民的全部积蓄了，
赵福运的眼窝湿了。

“干事哪有不作难的，干
大事作大难，干小事作小难，
不干事到最后最作难。”

万事开头难。揣着父老乡亲们的
血汗钱，赵福运等人南下成都，北赴京
津，历时三个多月，奔波上万里，终于
在北京打听到某研究所打算转让一个
生产汽车挡风玻璃的项目。

“这个项目投资小、市场前景好，
适合村办企业。”赵福运回忆。

1987年 9月 17日，巡返村第一个
正式的村办企业特种玻璃厂破土动工。

建厂期间，赵福运吃住在工地，玻
璃厂第一批员工李扎勇说，一天深夜，
赵福运在办事回来的路上，因过度疲
劳，连人带摩托车翻倒在地，由于左腿
残疾使不上劲，他被压在摩托车下无
法动弹。直到有人看见把车挪开，他
的右腿已被排气管严重灼伤……

厂子建成了，但技术员和工人都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对汽车特种玻璃
烧制几乎是门外汉，只好硬着头皮
干。眼看着从上海进的两火车皮货值
近10万元的玻璃快烧完了，却一直没
有生产出一块合格的玻璃——最关键
是安全破碎不达标。

负责生产的赵小撵一脸黑线直想
哭。质量关过不去，厂子就得关门。
办厂从银行贷了90多万元，等于巡返
村每家都背上了1万多元的债务。

“干事哪有不作难的，干大事作
大难，干小事作小难，不干事到最后
最作难。”赵福运跑到北京建筑材料
玻璃研究所，找专家帮忙。没想到专
家兜头泼了一盆凉水，“特种玻璃是
尖端技术，一个村办小厂是生产不出
来的，别瞎折腾了，回去好好种地
吧”。

赵福运咋能甘心，他干脆在紧挨

着研究所的小旅店住下来，每天一大
早就赶到研究所，扫院子、擦门窗、端
茶倒水，见活就干。半个多月过去了，
专家到底拗不过这个“倔汉”，答应亲
自去村里指导技术。

1989年 1月 15日，巡返村第一块
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安全玻璃顺利出
炉下线。在全村人的注视下，赵福运
抡起铁锤朝玻璃试品用力砸下，望眼
欲穿的颗粒状裂纹骤然呈现，厂子内
外一片欢腾。

当年，玻璃厂实现产值460万元、
创利税20万元。

如今巡返特种玻璃厂拥有十多条
现代化生产线，能生产钢化玻璃、夹层
玻璃、系列防弹玻璃、异型热弯玻璃等
十多种产品，成为宇通、中通等大型车
企及多家省级银行防弹玻璃定点生产
企业。

村委会主任赵喜来说，此后村里
先后建成铝合金厂、冶炼厂、水泥厂、
无机化工厂等一批村办企业，并于
1992年成立河南中晶实业公司。

巡返村富了，赵福运非但没有“浮
漂”，内心反而充满了沉甸甸的危机
感。当时“五小”企业遍地开花，“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他敏锐地意识到，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必须转型升
级。巡返村转型如箭在弦——

2002年，淘汰旧的立窑水泥厂，
投资近 3亿元建成年产 200万吨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

2004年，投资 800万元建成中晶
编织包装有限公司，让村里的中老年
妇女都有了活干；

2010 年，投资 1.2 亿元建成年产
20万吨的中晶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踏
上环保、低碳、节能的循环经济之路；

巡返玻璃厂连续 7 次投资 2800
万元进行技术创新与工艺创新……

进入新时期，赵福运每年都要带
队去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将最新的体
悟带回巡返村。数年前的浙江安吉之
行，更是促使赵福运和村“两委”班子
再次作出一个果敢决定：由传统工矿
业向绿色发展转变，将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

过去靠山吃山，村民以开山采石
为生，几乎砍光了山上树木。近年来，
赵福运带领乡亲们修复生态，实施山
体绿化，并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红色旅
游、休闲康养度假产业。

目前，巡返村绿化率达 90%以
上，投资 3亿多元在老村址上建成了
集古建筑、园林、文化于一体的休闲度
假区——巡返大庄园，牌坊路、将军
鼎、天骄阁等景点也相继完工，大庄园
一期、二期已开园营业。

眼下，巡返书院、巡返礼和园、巡
返大庄园商业街项目已初步建成。

“基本实现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新
蓝图，打造乡村旅游的新样板。”赵福
运说。

“把穷人变成富人，再让
富起来的人遇见更好的自
己，我一辈子能把这两件事
都干成，人生才算完满。”

“巡返村任何一家，因孩子结婚没
楼房住，是我们的责任；巡返村任何一
家，因孩子考上学而没钱上，是我们的
责任；巡返村任何一家，因大病而没钱
看病，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印在巡返村村委会会议室墙
上的“责任书”和“军令状”。

德高望重的老会计赵国兴说，30
多年来巡返村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1990 年，村里第一批宅基地划
分，赵福运在村里大会上说，只要够条
件，一视同仁。

宅基地怎么分才公平？村里实行
捏纸蛋抓阄，赵福运将捏好的纸蛋放
在茶缸里，上下一晃，左手紧紧地捂着
茶缸，只允许村民伸进两根手指头，抓
住几号就是几号，让人心服口服。

2000 年，村里着手新村统一规
划，每年建设 40套上下两层、160 多
平方米的楼房，竣工一批搬迁一批。
当年年底，第一批40套房建成。赵福
运同样通过抓阄的方式分房。

培养人才要从娃娃抓起。1994
年，村里投资40万元盖了一所十里八
乡最漂亮的花园式学校，并高薪“挖
来”一批公办教师。

村里还设立“教育奖学金”。从幼
儿园到初中毕业，每个学生每年教育
补助3000元。初中毕业后，考上技校

奖励 1 万元……拿到硕士学位奖励
10万元。总之，考上啥学村里都有奖
励。十多年来，村里培养出60个大专
生、19个本科生、9个研究生。

多年来，巡返村不断健全完善村
民 福 利 政 策 ，每 年 给 老 年 人 发 放
3000元到 1万元不等的“敬老金”，统
一出资为村民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金，重病住院医疗费经新农合
报销后，村里根据实际情况再给予相
应补助……

村党支部副书记赵国才说，住有
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弱有所扶在巡返村都看得见摸得着，

“不差一户，不落一人”。
2016年，巡返村成为焦作农村第

一个通天然气的村庄。村里计划各家
自掏腰包购买壁挂炉、暖气片、热水器
和燃气灶等。村委会负责联系厂家，
免费安装。

全村七八十户报了名，有的只装
热水器，有的只装壁挂炉，报得参差不
齐。看着统计表，赵福运直皱眉，如果
就照这样办，天冷时，有的户暖烘烘
的，有的户冷飕飕的，老百姓会怎么
想，怎么看我们这些党员干部？

村里随即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经
大会研究决定，村里一次拿出 400多
万元，免费为每家每户统一装上壁挂
炉、暖气片、燃气灶。

巡返村监委会委员马金社与赵福
运搭了多年班子，他说，赵福运办事认
真出了名，在对待群众利益这一点上，
一丝一毫都不含糊。

赵福运持身严、对己“狠”，更是出
了名。

1987年，赵福运当村委会主任的
第二年，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写入
党申请书，积极入党。他说：“请组织给
我几年时间，如果我达到党员标准，到
时我会积极申请入党。如果我不够党
员标准，村委会主任我也不再干了。”

直到 1992年 9月，赵福运才光荣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75岁的赵九邦说，福运身体上有
残疾，可在志气上从不矮人一头，没到
火候，他绝不会向组织张口。

马金社说，大夏天，福运带领大家上
山干工程，山上山下温差大，天黑后可能
还会挨冻。福运一般都干到八九点才下
山，好多次等大伙儿都上了车，才发现福
运腰疼得走不成路，上不了车。

村民赵小五曾给赵福运开车，他说
赵福运习惯了每天“早上面汤，中午面
条，晚上馒头配咸菜”的饮食。很多件
衣服一穿都是十年八年，“蓝上衣、黑裤
子、运动鞋”更是他常年的“装扮”。

今年 60岁的赵福运始终有个执
念，“把穷人变成富人，再让富起来的
人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一辈子能把这
两件事都干成，人生才算完满”。

巡返村口有一条长长的牌坊路，忠、
孝、仁、义、礼、智、信七个牌匾逐一排开，
潜移默化影响着乡亲们的一言一行。

村里的好媳妇林焕青说，从《弟子
规》到《家风家训》，赵福运每年都安排
印刷传统文化读本，村民人手一本。

凡是党和国家有重大政策、重要
会议，村里都要组织村民及时进行不
同形式的学习；每年春节从初一到十
五，村里都要从省、市、县请剧团来演
出；村里还成立了民俗理事会，全程帮
助村民料理婚丧嫁娶事宜。

多年来，巡返村没有出现过打架
斗殴、小偷小摸、赌博、迷信等问题，更
没有发生过各类案件，保持了安定祥
和发展态势。

今年 1月，《巡返村村规民约》第
六次修订完成。“变化的是封面颜色、
村民福利待遇和不同时期对党员干部
的要求，不变的是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社会主义
道路’的追求。”赵福运说。

“党员迈什么步，群众走什么路。
巡返村的每一届班子，都有自己的三
年计划。村党支部凝聚力强、战斗力
强、带动力强，始终坚持带领群众发展
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充分发挥
了战斗堡垒作用。”中星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晓波说。

站在巡返村的制高点天骄阁，山
风拂面，松涛阵阵，群峰壁立。

赵福运畅谈巡返村的未来蓝图，
迎风开怀，激情四溢。就像一株太行
山上的“虎口椿”，挤在虎口般的岩缝
里，冬来“刺破青天锷未残”，春来倔强
地吐出一簇新绿。

成者“福运”。③6

福运当“头”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李钧德 刘怀丕

“应大家要求，再放一组荷兰鲜花
的图片，我亲自拍摄的！”

39岁的郭黎民，是郑州一家“货代”公
司负责人，一有稀罕国外货运来，他爱在
微信朋友圈晒图。他的拍摄对象丰富多
姿，稍微一翻他的朋友圈，除了荷兰鲜花，
还有智利车厘子、挪威三文鱼、马来西亚
燕窝、加拿大蓝莓、澳大利亚奶山羊……

全球好物汇中原，郭黎民是见证
者。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
即便地处我国内陆腹地的河南，近年来
也逐渐发展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枢纽通道，与全球 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河南是一个缩影，
彰显出我国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决
心和主动向世界开放的宽广胸襟。

购物车里的世界
运货单上的中国

在郑州中大门国际购物公园里，每
天下午 3 点多，澳大利亚 CW 大药房
（Chemist Warehouse）郑州线下店迎
来销售高峰。在抖音上刷到 CW 大药
房后，24岁的华小涵专程来扫货，购物
篮里放满了化妆品。

CW 大药房是澳大利亚本土最大
的连锁药房，主营护肤品、保健品、奶粉
等。在郑州的线下店，货架上摆满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种商品，
与澳大利亚门店的品质完全相同。

“开业两个月，客流量超乎预期，不
少货品常常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澳大利亚 CW 大药房国内线下运营商
马艺涛说，琳琅满目的国外商品满足了
消费者的不同偏好，每天的人流量、交
易量是国外同等规模的店无法相比的。

得益于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全
世界的优质商品源源流入，河南等内地
的老百姓走在街头巷尾也可买到进口
商品。吃新鲜智利车厘子，喝白俄罗斯
牛奶，品德国啤酒，赏荷兰郁金香，用澳
大利亚保健品……这已成为不少郑州
市民的日常消费。

当前是智利车厘子热销季，河南市
场表现出强劲的消费能力。“每天要进
两次货，每次货值达十几万元。”李国伟
是郑州世纪联华的车厘子采购员，他为
4个门店供货。

“智利车厘子已从一线城市向二三
线城市甚至小县城下沉，中国的市场容
量还在增长，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需
求。”上海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仙华承接智利车厘子包机业务，今年
约有 40架包机在郑州机场落地分拨，
每架包机载货约80吨。

中国人购物车里装满来自世界各
地的商品，世界各地的运货单上往往都
填有送往中国的产品。

在智利，距首都圣地亚哥 50 公里
的纳提瓦车厘子种植园，种植面积达30
公顷，车厘子年产量 150 吨到 200 吨，
其中95%出口到中国。

“我从业初期就赶上车厘子生意繁
荣，主要是中国市场带动的，中国市场
一直在扩大，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
也在不断调整品种。”纳提瓦车厘子种
植园出口负责人巴勃罗·莫拉雷斯说。

在荷兰，有百年历史的荷兰老牌花
卉经销商西尔丰达公司，现今向郑州等
多个中国城市出口荷兰鲜花。目前，该
公司每周向郑州空运两批鲜花，每批重
量为0.5吨至1吨。

“中国人口众多，鲜花的消费量非
常大，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西尔
丰达公司总裁格特-扬·舍内维尔德说，
一直希望能通过更多口岸向中国出口
鲜花，期待在未来几年出口量能有所增
长，甚至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澳大利亚 CW 大药房中国相关负
责人弗迪·本说，线下实体店在郑州落
地，受到郑州人的喜爱和追捧，公司在
中国电商平台上也已连续几年创下不
凡的销售业绩，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很
大，前景看好。

地球村变小
朋友圈扩大

冬寒凛冽，郑州双桥花卉市场
内，鲜花姹紫嫣红，温暖如春。

小马进口鲜花店店员臧晶晶，与
同事一起拆开空运来的荷兰郁金香，
一束束放入早已备好的水篮中养起
来。小的时候，河南市场上没有卖，
这位郑州姑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荷
兰郁金香。如今，她头天在网络上下
单，隔天就能收到货。

荷兰与河南相距上万公里。这
么远的距离，运输娇嫩的鲜花很不容
易。

“24个小时内，从荷兰地头收割
的郁金香鲜切花，就能送到臧晶晶手
中，离不开河南空中丝绸之路的开
通。”郁金香进口商北京东方卉达国
际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孝臣说，从
2017年起在郑州进口荷兰鲜花，每年
货运量以20%多的速度增长。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河南发挥
区位交通优势，“无中生有”打造空
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
路”，改变了内陆地区与世界交往的
时空观念。生长在地球另一端，智利
车厘子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运输，就能
从南美的地头送上郑州人的餐桌。

“郑州机场航空网络覆盖全球主
要经济体，航班密集度能满足生鲜商
品的时效需求。”河南省机场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卫东说，郑州机场
还推行 7×24小时的便捷通关，只要
货物一到，海关可随时检验放行。

陆上“钢铁驼队”也很繁忙，中欧
班列（郑州）当前保持着每周去程 14
班回程 10班的开行密度。“从汉堡到
郑州，只需12天，可提供门到门、一单
制、全程冷链等服务，快捷方便。”郑
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文明说，班列在境外的集货网络
已覆盖亚欧大陆 30多个国家的 130
个城市。

在郑州经开区的中欧班列（郑
州）线下体验商城里，白俄罗斯的牛
肉、德国的奶粉、波兰的酸奶、西班牙
的咖啡、法国的化妆品……各种进口
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开车前来选
购。

“高频率的中欧班列和完备的国
际陆港，既给内地老百姓带来了丰富
的进口商品，也把河南生产的轮胎、
窗帘等产品卖到了国外，让中国与亚
欧大陆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车务段圃田站站长杨华说。

地球村变小，还与创新有关。“海
淘”在过去需约两周才能收到货，河
南首创跨境电商保税备货的 1210模
式，把收货时间缩减到了两三天。澳
大利亚 CW 大药房中国首家线下实
体店之所以在郑州落地，就是基于
1210创新出的线下自提模式。

“顾客下单后不到三分钟，海关
就能完成清关，即可提走商品，非常
方便。”弗迪·本说，中国扩大开放的
很多制度与技术创新，让跨国企业更
容易在中国落地，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企业来中国发展。

今年夏天，50多吨河南生产的莲
花味精从周口中心港码头起航，经由
上海港转运到非洲尼日利亚。目前，
河南正实施千亿水运复兴工程，计划
投资1790亿元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4
亿吨，已经复航周口港、漯河港等港
口。

“复兴内河航运，实现通江达海，
将为全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提供
坚实支撑，推动河南无缝衔接‘海上
丝绸之路’。”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唐彦民说。

郑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 3667.2亿
元，居中部地区第一，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值增长7.7%。

人文交流多起来
内陆显露国际范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及陶
器、安阳殷墟出土的“妇好”方斝、永城
芒砀山出土的金镂玉衣及车马器……
今年 4月，持续半年时间的“华夏文明
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在卢森堡
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结束。145件
(组)精美的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文
物，展现了华夏文明的发展风采，赢得
欧洲参观者赞叹。

“这批文物是搭乘卢货航专业
货机飞赴欧洲的，成为郑卢‘空中丝
路 ’上 独 具 历 史 魅 力 的‘ 珍 宝 乘
客’。”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明超说，从物畅
其流到民心相通，以“空中丝路”为
纽带，河南与卢森堡的互信友好关
系得到了巩固。

自 2014 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收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35%股权以来，经贸往来带动人文交
流，河南与卢森堡的交流合作更加紧
密。

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副总裁
维格·卡特莱珀频繁出差郑州，已成为
不少郑州人的“老朋友”。“我去过中国
很多次，有时候一个月到郑州两三
次。”维格·卡特莱珀说，“空中丝绸之
路”的搭建让卢森堡和卢货航都受益
良多，“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加强文
化和商业联系，并促进国与国之间交
流。

河南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
加快丝绸之路建设，搭起了全省与外
界民心相通的桥梁，推动了中原地区
融入全球人文交流大格局。

中欧班列（郑州）曾把“欧洲戏”送
到国内。两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馆委
托中欧班列（郑州）运输了第十二届中
法文化艺术节重点戏剧项目《吝啬鬼》
《2666》的布景和道具。这批布景和道
具共装了 5 个集装箱，戏剧先后在上
海、北京等地演出。

“法国方面专门来信致谢，中欧班
列为中法人文交流做出了贡献。”赵文
明说。

如今的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朋友圈”遍布五洲四海。越来越
多外国人来河南经商旅游，河南的城
市因此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河南人也
变得越来越“洋气”。

Jason是外国游客对开封三轮车
夫许世杰的昵称，在知名旅游指南《孤
独星球之中国》中，被写入开封这座城
市的重点推荐内容。许世杰今年 52
岁，这个看上去粗糙淳朴的中原男子，
张口却是纯正流利的英语。

在开封蹬三轮 18年，许世杰既熟
悉开封的交通线路，又了解当地历史
掌故和城市服务设施。外国游客在开
封，需要了解古都风土人情、找宾馆、
订车票、买药等等，都爱找他。这些
年，许世杰攒下了厚厚 6大本日记，记
下的外国游客有700多名。

“没有你精彩的讲解，旅游不会这
么美好。你不但是中国的骄傲，也是
世界的骄傲。”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留言
说。

（新华社郑州12月29日电）

7 月 31 日，无人机
拍摄的周口中心港码
头。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