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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万人助万企 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7月
15日至 16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赵素萍到鹿邑县、郸城县
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并参加鹿邑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研讨。

在鹿邑，赵素萍来到文化公园、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地、党史馆，详
细了解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在
郸城，赵素萍深入城郊乡王楼村、县
融媒体中心、巴集乡段寨村及程楼

村，与基层党员干部进行交流。
赵素萍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学深悟透笃行，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
力；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万人助万
企”活动相结合、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相结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
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努力
在学习教育中担使命开新局。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7 月 16日，
省政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签署协议，双方将在河南合
作共建国家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
心。

副省长戴柏华在签约仪式上说，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对于深入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解决人民群众
看病难问题等具有重大意义。近年
来，河南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

质量，加快推进试点项目建设，着力
降低患者外转率，取得了明显成效。
希望北京天坛医院能够将优秀人才、
高端技术、先进管理输出到河南，积
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层次学科人
才队伍，推动合作双方实现同质化发
展，更好造福中原百姓。

据了解，国家神经疾病区域医疗
中心将依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惠济院区，建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天坛医院河南医院。③6（更多报
道详见03要闻）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
实习生 钱程）7月 16日，副省长何金
平到开封调研牵头推进的重点项目
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先后来到
开封规划馆、宋都古城、州桥遗址本
体考古发掘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
进展、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何金平说，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加强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科学推进

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要把保护放
到首位，注重延续历史文脉，重塑古
城风貌，切实守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
化根脉。要坚持规划引领，注重统筹
兼顾，借助数字化、智慧化等新技术
培育新业态。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把宋都古城打造成享誉中外的旅
游目的地。要树牢安全意识，坚持底
线思维，做好应对极端恶劣天气预
案，加强隐患排查处置，确保历史文
化资源和考古发掘遗址安全。③6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凝聚乡村振兴力量

国家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心落户河南

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根脉
科学推进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作

本报讯 近段时间，省级领导干
部继续深入联系企业调研，指导推动

“万人助万企”活动深入开展，要求各
级各部门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全
省发展大局思想，坚持项目为王、企
业为先，真正为企业办实事、解难事，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凝心聚力、献计出力。

7月 13 日至 16日，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马懿先后到所联系的濮阳
圣恺环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指
导“万人助万企”活动。马懿深入企
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市场运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并与
当地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
座谈交流。他指出，一个地方的发展
关键在产业，而产业的根本是企业。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是省委作出
的重要工作决策，是我省推动经济提
质提速的重要举措，要强化思想认
识，站在全省发展大局的高度，把“万

人助万企”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要建
立工作台账，细化工作方案，形成目
标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明确问
题化解责任人和具体完成时限，千方
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企业做大
做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带
着感情为企业做好服务，肩负责任推
动工作落实，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
能，为全省经济发展赋能增效。

7月16日，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顾雪飞先后来到平顶山市和汝州市调
研“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情况以及所
联系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顾雪飞先后
走进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神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并带领省第四助企工作组
听取研究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和痛点
难点问题。顾雪飞指出，“万人助万
企”是省委站位全省经济发展大局作
出的重要工作决策，工作组和属地政
府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千方百计为

企业排忧解难。要针对企业提出的困
难和问题，在政策、法律范围内认真研
究支持，助力企业集中精力搞好生产
经营。公安机关要加大工作力度，以
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

“万人助万企”贡献公安力量。
7月 14日，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

先后到周口、漯河，深入“万人助万
企”活动所联系企业益海嘉里集团和
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听取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扰。高体健指出，
要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全省发展
大局思想，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先、
躬身入局、结果导向，主动服务、靠前
服务、用心服务、周到服务，建立完善
政府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
制，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和发展环
境，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企业
放心发展、大胆发展、创新发展、跨越
发展。针对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高体健叮嘱有关部门列出清单、

建立台账，积极协调尽快解决，创造
性地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万人助
万企”活动真正见到实效。

7月13日、14日，省政协副主席刘
炯天先后到济源、漯河，深入“万人助
万企”活动所联系企业河南金马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
难。刘炯天指出，要充分认识“万人助
万企”活动的重大意义，增强主动服务
意识，为产业服务、为企业家服务，通
过帮扶纾困，着力提升企业的整体创
新力和核心竞争力；要健全无形之手
与有形之手常态互动机制，做到“无事
不扰、有事解决”“说到做到、服务周
到”，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要加强安全
生产管理，认真梳理企业生产各环节，
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企业生
产安全。③6（记者 李点 赵振杰 张
建新 薛迎辉 方化祎 卢松 樊霞 成
利军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凝心聚力献计出力 服务企业服务发展大局

7月 16日，永城盛大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赶制订单
产品。自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以来，永城市有关方面深入企业走
访调研，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⑨6 刘广 摄

本报讯（记者 孙静）7月 13日，河南许昌
保税物流中心（B型）通过由郑州海关、财政
部河南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
合验收组验收，成为全省第 4个保税物流中
心（B型）。

许昌保税物流中心（B型）占地面积 150
亩，于2020年9月开工建设。投入使用后，区内
企业可从事保税仓储、分拨配送、流通性简单
加工等业务。除了能享受高效的“一站式”通关
服务，国内出口、转口和国际中转等货物进入
中心将予以保税，境内中心外货物进入中心视
同出口，办理出口报关手续，享受出口退税政策，
企业资金周转和时间成本将大为降低。此外，保
税物流中心（B型）与境外之间进出口的货物，除
实行出口被动配额管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
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及国家另有明确规定的
以外，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③7

许昌保税物流中心（B型）
正式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李昊 通讯员 宋风）打造
“豫货出海口”和“海货入豫桥头堡”，周口港
又迈出关键一步。7月 17日上午，周口港到
美国洛杉矶长滩港集装箱航线开通。

借助这条新开辟的国际贸易通道，从沙颍
河周口港发出的集装箱，可一次装箱、一次报关、
自动转关，直达美国洛杉矶等国际重要港口。

“随着周口港海外航线的开通，通关流程
简便，出口贸易成本和沿海地区相同，对于承
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具有极好的示范性。”
承接河海联运业务的淮安江淮漕运集装箱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这条新航线为周口乃至河南省进出口贸
易企业开辟了新的物流通道，对提升周口外向
型经济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提升多
式联运和物流贸易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
双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口港区运营
办主任段传奇表示，未来直接联通国际重要港
口的航线将越来越多，周口港正逐渐成为中原
腹地连接世界物流的水上门户。③6

周口港至洛杉矶
集装箱航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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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首班中欧班列（郑州—意大利
米兰）抵达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⑨6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7 月 16日
上午 11时许，一趟中欧班列（郑州）缓
缓驶入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
铁联集郑州中心站。与以往有所不
同，这趟满载着汽车配件、机械设备、
家居、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始发自
意大利米兰，从阿拉山口入境，历经半
个月长途“奔波”后顺利抵达郑州。

在中欧班列（郑州）开行 8周年之
际，此趟班列的到来，标志着中欧班列
（郑州）意大利线路成功开通。

“从 2013年 7月 18日开行以来，
中欧班列（郑州）国际直达线路已增至
10条。”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康岩看着稳稳停靠的班列
自豪地说，意大利米兰线路的开通，填
补了中欧班列（郑州）在南欧直达站点
的空白，从而形成了覆盖中欧、东欧、西
欧、北欧、南欧的物流网络全布局。

依靠处于地中海的有利位置，意大
利一直是中国通向欧洲的桥梁和纽带。
米兰是意大利人口最密集、工业最发达
的地区，也是世界时尚艺术之都，几乎世
界半数奢侈时尚品牌都诞生于此。

“此条新线路的开通，搭建了意大
利及南欧地区与中国中东部的物流和
国际贸易新通道，进一步提升了中欧班
列（郑州）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康岩说。

开行 8年来，中欧班列（郑州）先
后开通了直达德国汉堡、慕尼黑以及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比利时列日、越南河内、俄罗
斯莫斯科、芬兰赫尔辛基、波兰卡托维

兹、意大利米兰的 10条线路，在构筑
多线路、多口岸国际物流大通道上不
断迈出新步伐、不断扩大“朋友圈”。

从曾经的“点对点”到如今的“枢
纽对枢纽”，越“织”越密的网络，承载
起越来越多、越来越贵的货物。

目前，中欧班列（郑州）网络遍布欧
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30多个国家
130多个城市，承运进出口货物包括服
装、家居、汽车整车及配件、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医疗器械、飞机制造材料、各
类食品及特产等。

“以运带贸、运贸一体，现在中欧
班列（郑州）运的货物数都数不清，仅
通过班列运回郑州并分拨全国的红
酒、啤酒、纯牛奶、葵花籽油、果汁、巧
克力等进口商品就有近 600种。”郑州
国际陆港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大磊说。

8年10线路，连通大世界。据班列
运营主体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提供的数
据，截至今年 7月 14日，中欧班列（郑
州）累计开行 4684 班（2671 班去程、
2013班回程），累计总货值192.90亿美
元、货重265.21万吨，凭借货运总量大、
满载率高、境内外集疏分布范围广、市场
化运营程度高等综合实力，持续在国内
所有开行的中欧班列中保持领先地位，
成为中欧班列的主动脉。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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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虽然才来了三天，但我已经深深
爱上了河南这个美丽的地方，爱上了这
里的人民。”7月 15日下午，出席中国
（河南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务实
合作交流会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
因·哈克这样评价自己的河南之行。他
说，河南厚重的历史、美丽的城市、热情
的人民、美味的烩面都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莫因·哈克首次到访河南。
此行旨在全面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加强与我省的务实合作，更
好地实现豫巴两地资源互补和共同
繁荣。“河南历史底蕴深厚，是中华民
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来到
河南，让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感兴
趣了。”莫因·哈克说。

从7月 13日起，参观千年古刹少
林寺，考察河南现代农业实验示范基
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访问郑州大
学并与学生代表会谈，走访宇通客车
（新能源工厂）、弘宝汝瓷有限公司等
企业，莫因·哈克的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他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河
南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的地方，我们也在这里发现了很
多发展机会与合作空间。”

莫因·哈克访豫期间，河南省与

俾路支省签署了友好省际关系意向
书；郑州市与拉合尔市签署了友好交
流关系意向书。莫因·哈克表示，中
巴建交 70年来，两国的“铁杆”情谊
历久弥坚。“我们非常重视两国人民
之间的浓厚感情，也希望将这份情谊
一代代延续下去。此次‘姐妹省份’
和‘姐妹城市’关系的建立，对于促进
双方合作交流，增进双方情谊都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他说，希望今后河南
省与俾路支省在农业、文化、贸易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更多务
实合作，尤其是要建立长期合作伙伴
关系，探索更多合作空间。

近年来，到巴基斯坦投资兴业的
河南企业越来越多，目前河南在巴基
斯坦的投资累计达443.5万美元。巴
基斯坦河南农业产业园、中巴（濮阳·
瓜达尔）友谊林等合作项目也正在有
序推进。谈到与河南交流互动越来
越频繁的瓜达尔港，莫因·哈克说，瓜
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的建设与完善将会为地区发
展繁荣发挥重大推动作用。希望双
方进一步探索郑州航空港与瓜达尔
港双港联动、多式联运新模式，带动
两省深化文化、物流、制造、跨境电商
等方面的产业合作和经贸交流，为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注入新动力。③7

“我已经深深爱上了河南”
——访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

7月 14日，焦作市解放区新阳光制衣有限公司员工赶制订单。“万人助万企”
活动开展以来，当地积极主动地与辖区企业联系沟通，成立20支帮扶企业发展服
务小分队，帮助企业解决就业、金融、销售等方面的实际困难。⑨4 李良贵 摄

截至今年7月14日

中欧班列（郑州）
累计开行

4684班
◎2671班去程
◎2013班回程

累计
总货值

192.90亿美元
货重

265.21万吨

（上接第一版）成立嵩山实验室，本身
就是一种创新，建设好也必须依靠深
化改革。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探索
新路，更好集聚创新人才、释放创新
活力、提升创新效能，为全省重塑实
验室体系积累经验、提供范式。

四要坚持开放合作。世界是开
放的，科研也是开放的。要坚持科技
自立自强，在确保国家安全、技术安
全的前提下，以世界视野、开放姿态，
加强与国内外一流高校、科研院所、
龙头企业的合作，集聚高端创新资源
要素，打造科研“国家队”。

五要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一
流课题才能汇聚一流人才，一流科研
才能造就一流人才。要坚持以事业
留人、平台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
人，着力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的分配政策，创新科研管理和评价激
励机制，解决好住房保障、子女就学
等具体问题，更好地吸引人才、培养
人才、用好人才。

楼阳生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
支持、持续支持、长久支持嵩山实验
室建设，郑州市和省有关部门要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做好服务、对接、成
果转移转化等工作，齐心协力推动嵩
山实验室建设，让其像嵩山一样屹立
在中华大地。

信息工程大学校长郭云飞、政委
梁晓婧、副校长孟繁浩，省领导穆为民、
周霁、徐立毅、陈兆明、霍金花出席。

紫金山实验室、之江实验室、鹏城
实验室、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
及河南部分高等院校负责人参加。③6

努力进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像嵩山一样屹立在中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