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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 董娉 马涛）6 月
15日上午 11时，一架B737-800F货机满
载货物从郑州机场直飞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郑州—马尼拉航线的开通不仅标志着
我省又打开了一条连接东盟的航空货运通
道，也为“空中丝绸之路”融入国内国际双
循环格局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作为河南首家本土基地货航，中原龙浩
航空以郑州为枢纽，先后开通郑州至东京、
大阪、首尔、河内以及郑州至马尼拉等8条地
区航线，郑州至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布鲁塞
尔3条洲际航线，通达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
角城市群两大开放前沿，连接欧洲、东亚、东
南亚主要经济体的航线网络已具规模，使

“空中丝绸之路”的航线网络更加丰富。
此外，运输资质日渐丰富，中原龙浩目

前已获得9类危险品运输资质，能够以高效、
安全的服务开展危险品及食蟹猴、虾苗、螃
蟹等活体动物运输。今年以来，中原龙浩在
郑州执飞796个航班，贡献货运量8545吨，
同比增长135%，成为郑州机场运力运量增
速最快的货运航空公司之一。③5

本报讯（记者 冯芸 董娉 马涛）
专业培训是保障飞机良好运营的重要前
置条件。6月15日，中国商飞（郑州）客户
培训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正
式揭牌运营。

这是中国商飞在全国合作设立的第
一个客户培训研究中心，重点围绕国产大
飞机开展专业培训和相关设备、技术、标
准的研究，以满足多种国产机型的交付和
复训需求。

大飞机是航空制造的高端产品，被
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而中国商
飞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
客机项目的主体。“空中丝绸之路”与“大
飞机”在培训研究领域牵手，将为河南航
空人才培养体系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在揭牌现场，省发展改革委与中国
商飞签署《民机产业培育合作备忘录》。
河南航投与中国商飞分别签署了货运飞
机、模拟机采购合作协议，协议是对双方

2020年11月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的深化，进一步明确了飞机的具体交付计
划、付款节奏、飞机交付的技术要求和适
航要求等相对具体的条件。

据悉，河南航投作为启动用户，向
中国商飞采购50架货运飞机，其中25
架为确认订单，共同打造国产货机机
队的标杆性航空货运企业。在此基础
上，中国商飞支持河南航投开展飞行
员培训、飞机租赁、飞机维修、零部件
制造等航空产业项目。

中国商飞把首个研究中心放在河
南航投航空培训中心，会给中原带来
什么？“将极大提升我们的专业水平并
拓展我们的业务范围。”河南航投航空
培训中心董事长邓鲁华表示，围绕国
产民机的研发制造，中国商飞客服中
心拥有丰富和扎实的培训经验，承担
着客户服务方面的科研、技术体系建
设和全寿命客户服务等工作。

目前，“空中丝绸之路”发展势头
迅猛，人才培训需求很大。河南航投
航空培训中心两栋建筑面积共计约 2
万平方米，其中飞行训练中心已于
2020 年 6月 14 日启用。此次启用的
乘务训练中心可容纳 2种机型客舱乘
务员成套培训设备的安装，分为动态
模拟机训练区、水上训练区和理论教
学区等功能区域。

“围绕河南民航产业发展和‘空中
丝绸之路’建设，我们致力于打造有本
土特色的民航人才‘大培训’产业。”河
南航投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明超表示，
下一步将瞄准技术
变革和产业优化升
级的方向，推进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
促进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有效衔接。③8

中国商飞全国首个客户培训研究中心落户郑州

郑州—马尼拉航线开通
“空中丝绸之路”朋友圈再添东盟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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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空中丝绸之路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月 15
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
河南晋开集团铁路专用线项目获
批。这意味着，今后该企业大宗货物
运输能够实现从“门口”上火车。

铁路专用线是指由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者其他
铁路接轨的岔线，是解决铁路运输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设施，对
于减少短驳、提高交通效率、提升经
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我省是交通物流大省，2018
年国家大力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以
来，全省 94 家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
新建物流园区中，铁路专用线接入
比例达到82%，越来越多的企业和
物流园区从中受益。

据了解，河南晋开集团铁路专
用线项目位于古城开封，从河南晋
开集团厂区直连陇海线兴隆庄站，
区间线路长 2.507公里，铺轨里程
9.891 公里。建设内容包括区间
线、兴隆庄站改扩建工程、新建晋
开装卸站工程等。

在企业看来，这是一项可以带
来长久收益的工程。“我们在老厂
区曾经使用过铁路专用线，与公路
运输相比，每吨可以节约几十元成
本。”河南晋开集团铁路专用线项
目负责人朱丽萍介绍，企业搬到新
厂区后，远期年货运量将超过 300
万吨，使用公路运输，随之而来的
是环保压力、成本压力，“开通铁路
专用线之后，每年能节省物流费用
上千万元。”③6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龙头企
业如何充分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就是要盯紧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
关重点科研项目。6月 12日，记者
从省科技厅获悉，由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 2020年
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制造基础技
术与关键部件”专项 3 个定向项
目，已经启动实施。

这3个项目，可以说是我省凭借
在隧道掘进机领域的强劲实力，“切”
下了整个专项中最大的一块“蛋
糕”。据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要求，
科技部2020年度在隧道掘进机领域
首次设置了5个定向项目，共安排中
央财政经费1.31亿元。

经全力争取，我省成功立项了
其中“大型掘进机主驱动轴承关键
技术示范应用”“掘进机液压泵和
马达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大型掘
进机关键部件及系统监测诊断关

键技术示范应用”3个项目，获中央
财政经费支持 9271 万元，分别占
该领域立项项目数量、支持经费总
额的60%和70%。

“十三五”期间，我省在隧道掘
进机领域发展迅猛，技术水平和市场
占有率均居国内领先地位。中铁装
备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9年
保持第一，并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

实施重点项目攻关，不仅要靠
龙头企业牵头，更要带动各类创新
主体协同合作。“由中铁装备牵头的
这3个定向项目，将联合浙江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LYC等省内外
17家高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实施。”中
铁装备总工程师贾连辉告诉记者。

通过项目实施，我省将大幅度
提高隧道掘进机等重大成套装备
产业配套能力，保障相关产业链和
供应链稳定，并进一步增强我省装
备制造业基础制造技术和关键部
件的自主创新能力。③7

火车开到企业“家门口”

我省又一铁路专用线项目获批

盾构“龙头”力争
国家制造业“重头”项目

相关新闻

6月15日上午，我省首家本土基地货运航空公司中原龙浩的货机装载货物后，直飞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报记者董娉供图

(上接第一版）加强科研对接，通过合作
把河南相关的学科建设、研发平台、团队
人才带起来，提升河南科技创新能力。

贺东风简要介绍了中国商飞发展
情况、“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及与河南
合作项目进展情况，表示中国商飞将发
挥优势，在运营支持体系建设、人才培
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拓
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更好助力
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为河南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楼阳生、王凯、贺东风为中国商飞
（郑州）客户培训研究中心揭牌。这是
中国商飞在全国设置的首个客户培训
研究中心，重点围绕国产民机开展业务

培训和人才培养，以满足多种机型交付
和复训需要。在随后举行的签约仪式
上，省发展改革委与中国商飞采供部签
署《民机产业培育合作备忘录》，河南航
投与中国商飞签署《ARJ21-700 货机
飞机买卖通用条款协议》《ARJ21-700
飞行模拟机采购合作备忘录》。楼阳
生、王凯等人还走进模拟机驾驶舱，饶
有兴趣地体验模拟飞行；在动态模拟舱
训练大厅，观看水上应急救援场景处置
情况。在乘务训练中心，楼阳生、王凯
与正在参与培训的学员亲切交谈，希望
大家尽快成长为优秀乘务员，早日实现
蓝天梦。

在中原龙浩航空公司郑州—马尼拉

国际货运航线开通仪式上，楼阳生、王凯
和菲律宾驻华商务参赞格伦·佩尼亚兰
达等人为航线开通推杆。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周霁受楼阳生、王凯委托，代表
省委、省政府对航线的开通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近年来，河南抢抓重大国家战
略机遇，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中欧班
列（郑州）、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河
南高度重视与菲律宾打拉省等地的合
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双方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尼拉
是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世
界航运、联运的重要节点。郑州—马尼

拉货运航线开通，必将进一步促进双方
经贸合作，架起中国内陆腹地与菲律宾
经贸往来的空中桥梁。希望双方以此为
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在共建“一带一
路”中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格伦·佩尼亚兰达对航线的开通表
示祝贺，他说，菲律宾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中特别是在“空中丝绸之路”中
看到了巨大的合作潜力。郑州—马尼
拉航线开通，将会极大地促进菲律宾与
河南以及中国中部地区之间的贸易增
长。中国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伙伴，我
们希望与更多省建立更强有力的合作
关系。新的航线开通于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的重要时刻，
可以为中国企业在RCEP中寻找机会、
拓展市场提供更多支持。希望与河南
密切合作，实现贸易与经济的增长。

穆为民、徐立毅出席活动。③9

“空中丝绸之路”系列活动在郑州举行

6月15日，洛阳奥林匹克中心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作为我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的主会场，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二次结构完成约30%，钢
结构正在吊装，计划8月底可完成合拢。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张丽娜

作为一家定位于“服务‘三农’、
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的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一直以来，邮储银行河南省
分行坚守初心使命，自觉承担起“普
之城乡，惠之于民”的社会责任，紧跟
省委、省政府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等各项工作，有效发挥了“三
农”服务主力军作用。截至今年 5月
底，该行涉农贷款结余1164.06亿元，
占各项贷款结余的 30.80%，本年净
增104.53亿元。

成绩的背后，有哪些诀窍？在助
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啥？

“三夏”时节，笔者来到我省的粮食生
产县安阳市内黄县进行了探访。

服务“沉”到底 农民少跑路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特别注重
基层网点的建设，全省 2000 多个网
点有 80%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地
区，是河南网点数量最多、下沉最深
的商业银行之一。在部分实体网点
无法覆盖的偏远乡村，邮储银行全面
推进助农服务点建设，打通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打造
了一支专业惠农金融服务团队，推进
网格化作业，每天走村入户，深入田

间地头，加强惠农客户数据库建设，
及时对接农民客户融资需求。

除了网点下沉，该行始终坚持
“能线上皆线上，先线上再线下”原
则，塑造惠农金融线上服务生态圈。
把提速发展互联网贷款作为惠农金
融数字化发展“一号工程”，加快“极
速贷”“网商贷”等互联网经营性贷款
推广，信用类最快 20分钟放款，抵押
类最快第 2天放款，极大地提升了惠
农服务效率。在获客端，借助小额二
维码、“云工作室”两大项目，建立数
字化立体式营销服务模式，有效拓展
了信贷服务渠道。在作业端，加快推
进小额贷款移动展业试点，客户经理
随身携带移动展业设备走村入户，从
受理到放款最快仅需 1天，有效改善
客户体验。

邮储银行打造的惠农金融线上服
务生态圈在去年疫情期间大显身手。
去年，受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受到限
制，在广大城乡很多有贷款需求的农
民无法现场办理业务。该行提前研判
疫情对未来金融服务环境和发展方式
的影响，为农民客户提供非接触式、全
方位、一对一的金融服务，及时解决农
民客户在日常金融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在防疫期间保持金融服务不停
歇。依托金融科技力量，其推出的河

南省分行客户经理“云工作室”线上数
字化服务窗口收到群众交口称赞。通
过工作人员指导在手机 APP上进行
操作，很多之前的老客户足不出户，就
把贷款给办下来了，直呼方便。“邮储
银行真给力，帮了俺的大忙了！”是很
多乡亲们的心声。

打造信用村 惠农再提速

在安阳，该行筛选产业优势突
出、人口分布集中、资金需求旺盛的
行政村，开展“村村贷”大走访活动，
实现惠农客户批量授信。不断优化
信用村和信用户评定标准和流程，积
极开展信用村、信用户信息采集和主
动评级授信，创新推出“小额信用循
环贷款+E捷贷”普惠授信贷款模式，
支持客户手机随借随还，进一步提升
金融服务质效。

内黄县梁庄镇现代农业产业基
地的发展就得益于信用村评定工
作。该基地位于梁庄镇牡丹街、冯庄
两个村，基地的农业产业大棚项目建
设之初，邮储银行内黄县支行结合该
行和县人社局开展的创业担保贷款
的产品特性，实现信用村和创业担保
贷款的融合，确定了信用村及信用户
的申报、评定工作流程，形成一套完
善的信用村建设方案。

在具体工作的推进上，经过严格
把关，该农业产业基地共推荐出第一
批信用户64户。时值酷暑，信贷人员
走街串户开展授信调查，一天能钻几
十个大棚，午休时间也不休息，连续
几天，信贷人员皮肤黑了，嗓子哑了，
谁也没说一声苦、喊一声累，村民们
看在眼里，纷纷表示：“邮储银行的信
贷人员这么辛苦，连水也不喝一口，
无论如何都要按时还款。”

第一批信用户调查通过后，在放
款当天召开了信用村启动会，宣告内
黄县第一个创业担保贷款信用村正
式亮相。邮储银行通过后续跟踪回
访，发现老百姓利用贷款资金进行生
产设施升级，极大地促进了乡镇高效
农业的发展。据了解，截至今年 5月
底，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已评定信用
村3273个，累计放款42.95亿元。

“农”字做文章 打好特色牌

立足河南省各地优势农业、特色
农业，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做好
相关行业开发，有效解决了农村贷款
难问题。比如，做“优”粮食金融服务
品牌。发挥网点、人员和资金优势，
依托专属“粮食收购贷”，提供“资产
业务+结算业务”一揽子服务。据悉，
截至 5月底，该行夏粮收购贷本年累

计放款42.7亿元。再比如，做“专”农
业相关行业开发。结合春耕时节农
户信贷资金需求特点，提前启动春耕
生产资金需求的市场调研，重点对种
子、化肥、农药等农资销售行业，以及
农机购置、养殖、农副产品收购加工
业等农业相关行业提供资金支持，为
涉农企业和农户“贷得好、用得好、还
得上”打下坚实基础。

6月 4日，在内黄县马上乡赵信
村，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老吕热
情地招呼大家品尝他刚从大棚里摘
下的黄皮西瓜，老吕说，这个瓜是他
专门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在市场上
很受欢迎。靠着大棚种植，他家一年
的收入在150万元左右。

几年前可不是这样，2016年，老
吕刚接触大棚种植，那时他一没资金，
二没技术，东拼西凑借了 50万元，由
于种植的品种不当，连年亏本，可老吕
不服输，还想接着干，但是没资金，咋
办？恰在这时，在村里走访的邮储银
行信贷员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可以
为他办理贷款，不到一周，贷款就下来
了，有资金加持的老吕建了全钢架大
棚，引进了新品种，销路打开了，价格
上去了，老吕心里乐开了花。“用个当
下的时髦词儿，咱这也算是农产品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吧。”老吕笑着说。

富起来的老吕也没忘回报乡亲，
他的合作社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业
机会，同时，他的成功也带来了示范
效应，像他一样找邮储银行贷款，从
事种植养殖业的农户越来越多，农民
干事创业的激情被激发出来。

邮储银行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
故事还在上演：在内黄县田氏镇汤东
村，禽康蛋鸡养殖合作社靠着银行注
入的金融活水，养殖规模逐年扩大，
为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同时带动周
边村民发展养殖业；在内黄县张龙
乡，龙康种植专业合作社靠着银行的
贷款扶持，逐渐将合作社发展成为集
标准化育苗、新品种引进示范及推
广、无公害蔬菜生产、休闲采摘于一
体的现代化园区……

在助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步履铿锵。数
据显示，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乡
村振兴战略部署，邮储银行主动梳理
对接项目 403个。2020年以来累计
向全省县域农网改造、垃圾处理、燃
气供应、污水处理等项目投放贷款
98.53 亿元。以农家宾馆小额贷款、
旅游贷等产品为抓手，重点支持农村
特色旅游、特色小镇项目。由邮储银
行注入的金融活水，正在乡村振兴的
希望田野上奔涌！

让金融活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涌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助力乡村振兴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