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张晶晶

笼子刚被饲养员打开，3只小老
虎便争先恐后跑出来，直奔装满牛肉
的食盆，狼吞虎咽地享受起了美食。
9月 8日，在洛阳市王城公园内，刚过

“百天”的小“猛兽”让人直呼“萌萌
哒”。

“这 3只小老虎很快就能和市民
见面了。”王城公园动物园副园长刘
兆阳介绍。截至目前，该园共有 63
只华南虎，存有量连续 7年位居全国
第一，也是世界第一。

曾经“命悬一线”的濒危物种华
南虎，为何能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
刘兆阳告诉记者，1985年，王城公园
从广州动物园引进雌性华南虎“花
花”和雄性华南虎“华华”，就此开启
了洛阳繁育华南虎的漫漫征途。

彼时，华南虎在我国野外难见踪
迹，已无在野外自然繁育的可能性。
业界普遍认为，能否实现圈养华南虎
人工繁育，对挽救华南虎种群具有重
要意义。

2006年，经过多年努力，王城公
园终于在华南虎繁殖上取得突破。

“先从改善笼舍条件入手，模拟自然
生活环境，扩大了华南虎自由活动
的范围，延长了光照时间。同时，改
善饲料营养结构，使华南虎营养更
加全面、科学，利于繁育。”刘兆阳
说。

经过不断调整，华南虎“妞妞”和
“亮亮”具备了繁育条件。2009年 4
月 17日，“妞妞”成功产下三胎。新
生命的降临，让所有人都无比兴奋，
却又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发现虎妈妈母性不高，如
果放任不管，幼崽必死无疑。”刘兆阳
说，“华南虎种群数量少，近亲繁殖情
况较为严重，幼崽成活率低、抗病能
力差，只有人工育幼介入，才能保住
新生命。”

工作人员不断向上海、苏州等地
喂养华南虎的公园咨询学习育幼技
术，加上先前园内喂养东北虎的经
验，先后克服喂养、排便等难关，经过
100多天的努力，3只幼崽顺利存活，
实现了华南虎在长江以北地区繁殖
成活的突破，洛阳也因此成为全国人
工繁育华南虎的最北点。

交流，是推动华南虎种群发展壮
大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提高华南
虎种群质量，从 2010年开始，王城公
园分别与上海动物园、清远长隆华南
虎野化繁育基地、韶关华南虎繁育研
究基地等多家动物园进行华南虎友
好交流。

截至目前，该园已对外交流 23
只华南虎。洛阳华南虎开始走向全
国，并在各地繁衍后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现存
的华南虎中，有50%以上是洛阳华南
虎的后代。”王城公园副主任邢建飞
介绍。

“虎在生态系统金字塔上处于顶
端地位，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保护华南虎，就是
保护人类的生态系统。”邢建飞介绍，
洛阳已具备建立华南虎繁殖基地的
技术条件，将尝试开辟建设华南虎人
工繁育基地，进行育种及野化驯养，
更好保障华南虎在洛阳的繁衍生息，
积极挽救极度濒危物种、推动生物多
样性保护。③7

华南虎是中国独有虎亚种，又称

中国虎，被列为世界极度濒危的十大

物种之首，曾广泛分布于我国黄河流

域以南至珠江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

目前在野外已灭绝。中国动物园协

会华南虎项目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 11 月底，全球仅有华南虎

221只，其濒危程度远超大熊猫。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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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助万企 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9 月 11日上午
10时许，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
州布拉茨克市远道而来的中欧班列（新乡
号），装载着约 2500立方米、价值 300万元
的木材，驶入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河南现代公铁物流园。

这是中欧班列（新乡号）开行的
首趟俄罗斯进口木材班列，标志着

“新乡号”中俄线路常态化运行。
俄罗斯福可多里亚进出口

有限公司经理邹必烁说，俄罗斯
木材搭上“新乡号”，省时、省钱
又省心。

据了解，以往要把
俄罗斯木材运到新乡并
非易事。采用铁路运输

的话，在满洲里口岸
要卸车经过至少一次
倒运，不仅耗时长，还
增加了物流成本和木
材损耗；如果采用铁
海联运，还要做好防
潮措施，以免海上的
潮湿空气给木材质量
带来影响。

受限于运力瓶颈，此前福可多里亚公
司每年往国内发运的木材仅有3万立方米。

而乘坐“新乡号”，除了需要在口岸给
车厢变换轨道外，其他一路畅通。邹必烁
说，刨除因疫情防控而特设的查验和熏蒸
环节，俄罗斯木材到新乡只需 10天左右，
比之前节省了至少2/3的时间；不用进行二
次、三次倒运，木材损耗可从 30%降低到
10%以下。

抢到“新乡号”车票，打破了运力瓶
颈。中俄线路全年预计开行 20列，经福可
多里亚公司到国内的木材可达 6.6 万立方
米，货值约 1.2亿元人民币，比过去翻了一
番。

2018 年 3 月 28 日，“新乡号”首发开
行，从此我省多了一条“卖出去、买进来”的

“快速通道”。
据新乡经开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辉介绍，3年多来，“新乡号”累计开行
152列，出口报关货值 6.97亿美元，服务过
500家以上国内企业，让洛阳的“东方红拖
拉机”、焦作的“风神轮胎”、长垣的起重机
和卫材、许昌的陶瓷卫浴、新密的耐火材料
等“河南制造”，源源不断地从新乡走向世
界。③9

本报讯（记者 杨凌）9 月 10日，
记者从郑州大剧院获悉，闭馆近两个
月的郑州大剧院终于要恢复开放了，
9月份将有5场精彩演出接连上演。

9月 17日，有“最优美中国乐团”
之称的上海民族乐团将为郑州市民
献上一场《花好月圆》音乐会之夜。
除此之外，9月份还有 4场精彩演出
即将上演：大型木偶神话剧《嫦娥奔
月》、经典奇幻历险剧《糖果屋》、经典

幻想童话剧《爱丽丝梦游泡泡仙境》、
经典成长童话剧《三只小猪》。

据了解，郑州大剧院诚挚邀请公
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军人、医护人
员等防洪抗疫人员走进剧院，免费观
看 9月份的 5场演出。凭有效证件，
每人可免费领票2张。

汛情期间，郑州大剧院不等不
靠，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很快迎来恢
复开放。③6

郑州大剧院即将恢复开放

5场演出邀请“城市英雄”免费看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当看到有的民营企业生产设备
因雨水浸泡不能快速复工复产，看
到鞋城商户因存货被淹焦灼的表情
时，郑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薛景
霞也心急如焚。

连日来，她一直跟各大银行负
责人对接，让金融信贷政策能尽快
更好地惠及中小微企业。近日，作
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郑州市工
商联牵头，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郑
州市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帮助
众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破解“融
资难、融资贵”难题，一起闯过这段
受灾情、疫情影响的艰难时刻。

“现在企业难，难就难在钱从哪
里来。帮助企业及时注入新鲜的金
融血液，企业才会提振信心，走出困
境。”9月 10日，再次见到薛景霞，她
的眉头舒展开来。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不
久前，河南省政府出台十条务实措
施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恢复生产
经营，郑州市也出台 20条措施支持
企业加快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其中
在金融信贷及税费方面有诸多助企
惠企的硬举措，如加快发放 30万元
以下免抵押、免担保信用贷款，对受
灾情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延期还本
付息等。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大局。截至

今年 7 月底，邮储银行郑州辖内贷
款余额超 1800 亿元，年净增超 160
亿元。目前，贷款余额、年净增、收
入规模均居全国系统内二级分行
第一位。郑州市工商联与邮储银
行郑州市分行的合作，拓展了金融
服 务 民 营 企 业、中 小 微 企 业 的 广
度。

“贷款额度高，单户金额最高
3000 万元。线上贷款最快一天可
实现放款，贷款评估费、抵押费等全
部由银行承担，实行优惠利率，可享
受无还本续贷等。”邮储银行郑州市
分行小企业金融副总经理赵越介
绍，银行推出的小微易贷贷款模式
有税务模式、工程模式、线上抵押模

式、政府采购模式等，每一个模式都
是单独一个产品，还有“省科贷”“用
工贷”等金融产品，进一步发挥了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色，更精准地
帮助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郑州“7·20”特大暴雨中，位于
郑州高新区的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
限公司受损严重，公司董事长汪献
忠最近正忙着远赴外省找伙伴、谈
合作，“系列金融信贷支持，让企业
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

“有‘万人助万企’活动的深入
开展，有企业家的实干，有金融血液
的注入，我们一定能闯关成功，把失
去的时间抢回来。”薛景霞坚定地
说。③7

洛阳现有华南虎63只，存有量世界第一

濒危猛兽何以安家中原

洛阳市王城公园内的华南虎幼崽。⑨6 王煜 摄

相关链接

“娘家人”坐不住了

俄罗斯木材搭上“新乡号”

我省道路运输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扫码看视频

9 月 10 日，周
口中心港一角。由
河南水投集团投资
建设运营的周口中
心港，是我省第一
家开通集装箱水路
航线的港口，为豫
货出海和海货入豫
开辟了新通道。截
至2021年 8月底，
周口中心港已开通
5 条集装箱航线，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9454 标箱，惠及
周边多家企业。此
外，当地开展的“万
人助万企”活动也
为降低运输成本、
开拓产品市场提供
了便利。⑨6
谭勇 杨其格 摄

满载木材的“新乡号”从俄罗斯远道而来。⑨6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摄

□本报记者 宋敏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异地年审
难问题，长期困扰着广大货车司机。

老李 2012 年来郑州务工，靠从
事货物运输撑起一个家。他的货运
从业资格证是在老家安徽亳州办理
的，因此，每年的资格证审验都让老
李头疼不已。不回家年审，证件会过
期，违规被罚；回家年审，辛苦不说，
还常常误工误时。

9月 10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为进一步方便道路运输驾驶员
网上办事，我省推出了从业资格证

“跨省通办”服务，在全国实现道路旅

客运输、普通货物运输以及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发、换
发、变更、注销、年审及诚信考核等高
频事项的“跨省通办”“一网通办”，实
现了道路运政高频事项“一窗式受
理，一站式服务”。办件进度全程可
查，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办理、不用
出省办理、跨区域不见面办理，极大
提升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办事体
验。

“‘跨省通办’让司机们告别‘多
地跑’‘折返跑’，无论去外省市跑运
输还是在本辖区内，足不出户就能办
理大部分政务事项。”省运输事业发
展中心有关负责人说，这是我省交通

运输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万人助万企”活动安排部署，真正为
企业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实践，有
利于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高业务
办理效率和便民利民水平。

目前，道路运输驾驶员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交通运
输部微信公众号、“道路运政一网通
办”小程序、“道运通”手机APP、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或登录互联网道路运
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网页端，在线提
交身份证、驾驶证、纸质从业资格证
照片等相关资料，根据引导即可办理
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及

年 审 业 务 。 同 时 ，驾 驶 员 可 关 注
12328 微信公众号实时掌握办件进
展。

一部手机提交办理申请，“网办
进度”随时随地可查，像老李这样的
货车司机，再也不用忍受长途奔波年
审之苦。难题解决了，从事货物运输
更舒心。

据统计，今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8
日，我省通过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
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申请业务
10141件，符合条件办结 9601件，办
结率达 94.68%，位居全国前列，有效
解决了道路运输驾驶员异地办事面
临的堵点难点。③9

（上接第一版）
帮扶企业，哪些是政府应该做

的，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当好“协
调员”，提供公共服务。

非常时期的助企措施，在向常态
化机制转变。如许多制造业企业在
发展中苦于缺少技工，返乡创业者拿
着好项目难落地，一些地方政府致力
建立协调机制，提供培训、打通资金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深入干，做创业沃土“培植者”

政府帮扶企业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要着眼当下，更要立足长远。
不仅要帮助单个企业解决眼前的困
难，还要为未来产业培植发展沃土。

“万人助万企”活动第十七工作组人
员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时，就定下了
这样的目标。

“我们为制造业打造生产线，每
次技术攻关投入大、时间长，不受风
投者青睐，企业发展‘跑’不起来。”
郑州大河智信科技公司董事长赵华
东告诉记者，当前省内科创企业发
展有短板，培植科创企业的土壤也

比较贫瘠。
“布局未来，才能走得更远。”“万

人助万企”活动第一工作组的工作人
员介绍。为了服务我省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我省下发了《新兴产业投资
引导基金实施方案》《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实施方案》，未来将充分发挥政
府性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运用市
场化运作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支
持创新创业发展。“让基金真正成为
新兴产业的孵化器，推动新兴产业补
链延链强链，发展壮大。”该工作人员
说。

厚植创业沃土不仅要解决钱的
问题，更要弥补人才短板。“万人助万
企”活动，通过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
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引来了郑州
大学材料学院的科研团队，为开封的
民营企业解决了“用工难”……政府

“有形的手”正在和市场“无形的手”
共同发力，引导生产要素精准配置，
推进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帮企业解决困难，同时做到
“输血”不包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政企携手
1+1大于2的效果。③5

政府服务如何到位不越位

通江达海
货运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