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来

●班列开行突破6000列
货重近400万吨

●业务网络遍布欧盟、中亚、

俄罗斯及亚太地区30多个
国家 130多个城市

□本报记者 王延辉

7月 18日，凌晨 3点多，郑州铁路口
岸圃田站值班员董超依旧端坐在调度
室，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幕上的实时监控
画面，发出“调车、试风、发车”等一道道
口令。

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 50 车“中
国制造”的中欧班列在夜色中隆隆开动，
踏上开往德国汉堡的征程。“从2013年 7
月 18日到 2022年 7月 18日，一晃，班列
跑了九年。”董超很清楚这一天是河南

“钢铁驼队”开行九周年的日子。
“现在忙是常态。”董超深有体会地

说，“刚开行时是一月一班，现在高峰期
每天去程、回程加一块儿有七八列。”

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作为河
南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九年

“长跑”，“钢铁驼队”跑出了我省开放发
展的“加速度”，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稳外贸、保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

的重要支撑。
九年“奋斗路”，“陆上丝绸之路”越

跑越快。从0到6000多，九年来，班列开
行突破 6000 列、货重近 400 万吨，班列
重箱率、回程比例、综合运营能力等 6项
指标均保持全国前列，郑州成为中东部
地区唯一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九年“探索路”，合作共赢“朋友圈”
越来越大。从1到 16，在连点成线、织线
成网中构建起“7个口岸出入境、16条直
达线路”的国际多式联运集疏运网络，业
务网络遍布欧盟、中亚、俄罗斯及亚太地
区30多个国家130多个城市。

“从网上订舱到‘门到门’提货，从管
理一个集装箱到查询每一个包裹，一切
都是数字化。”在郑州国际陆港班列综合
服务中心大厅，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岩指着班列运行监
控图上一个个跳动的“小火车”和一辆辆
流动的集装箱卡车，脸上露出笑容，“咱
河南在全国已打造出数字班列、恒温班

列和运贸一体化等优势特色名片。”
从中欧班列（郑州）到中欧班列（中

豫号），改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奔跑。
今年以来，河南“陆上丝绸之路”建设再
启新征程。为推动全省国际陆港集成联
动和中欧班列扩量提质发展，河南省中
欧班列统一命名“中欧班列（中豫号）”，
由河南中豫国际港务集团整合陆港资
源、统筹班列开行、发展枢纽经济和推进
高水平开放向着更高层次全面展开。

“开放的层次和高度决定发展的质
量和水平。”河南中豫国际港务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对外开放战略平
台，企业将聚焦服务优势再造、制度型开
放战略，整合全省资源资产，促进班列开
行布网连链、攥指成拳，进一步巩固枢
纽、拓展网络，做强和拓展“四路协同”产
业链、供应链经济，积极推动交通区位优
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在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和参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更大作用。③7

从 0到 6000多，从1到16

河南“钢铁驼队”的九年“长跑”

7月18日，集装箱林立、货运繁忙的郑州铁路口岸。⑨6 王延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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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7 月
18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
推广暨元宇宙创造者大赛启动仪
式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何金平出席了大赛启
动仪式。

当前，我省正全力推动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走深走实，“创意引
领、数字先行”是关键一招，元宇
宙是全新赛道。今年以来，全省
加紧打造文旅元宇宙版图，通过
数字技术手段打破时空界限，让
历史文物会“说话”能“互动”，推
动更多文化珍存走近百姓、走进

当代。
据介绍，本次大赛以“逐鹿

中原·创造元豫宙”为创作主题，
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百大
标识项目为基础内容，以发生在
河南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
人物、知名文旅 IP为主要创作题
材。大赛分编程游戏和数字场
景两大类别，将网聚全球资深编
程游戏玩家和专业虚拟场景创
造者，以最新的科技成果为文旅
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助推“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叫得更
响。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到
2025 年年底，我省遴选培育 100
个区域人力资源品牌，重点打造
10个省级人力资源品牌，通过省
级品牌新增持证 585 万人次、新
增就业创业 223万人……7月 18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为进
一步深化“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省“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河
南省人力资源品牌建设的实施
意见》。

近年来，人力资源劳务品牌
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该实
施意见，我省将从遴选培育区域
人力资源品牌、重点打造省级人
力资源品牌、发展提升人力资源
品牌等方面加强人力资源品牌建
设。

重点打造 10 个省级人力资
源品牌是我省推进人力资源品牌
建设的重要内容。围绕人工智
能、大数据、5G 等培育“河南码
农”，围绕“一老一小”康养照护等
培育“河南护工”，围绕国家粮食
生产安全和保障重要农副产品供
给培育“豫农技工”，围绕智能建
筑、装配式建筑等培育“河南建
工”，围绕纺织、服装、鞋帽等培育

“河南织女”，围绕现代立体交通、
多式联运物流等培育“物流豫
工”，围绕零工经济、快递行业等
培育“河南跑男”，围绕长垣菜、信
阳菜等特色餐饮培育“豫菜师
傅”，围绕河南厚重文化、非遗传
承、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等培育“豫
匠工坊”，围绕“买全球卖全球”培
育“河南电商”。

我省人力资源品牌建设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各地加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和技能培训的同
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劳务品
牌。2007年，原劳动保障部在河
南举办首届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
流大会，引起轰动效应。10多年
来，劳务品牌日益成为提高劳务
质量、增加劳务收入的重要载体，
形成了“林州建筑工”“鄢陵花工”

“遂平家政”等 10多个规模较大
的人力资源劳务品牌，从业人数
达200多万人。③7

本报讯（记者 李点 曹萍）
7 月 18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济超到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现场，检查指导高招录取工作，看
望慰问招生工作人员。

徐济超到录取现场各工作
组，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详细
了解录取流程，询问录取进展情
况，对招生部门细致安排、扎实
工作，工作人员依规依策、用心
用情服务考生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高招录取工作责任重

大、社会关注度高，要提高政治
站位，把握关键环节，加强组织
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高质
高效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以
考生为本，认真做好招生录取宣
传和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确保信息公开透明，为
考 生 和 家 长 提 供 精 准 有 效 服
务。要严格执行工作制度和各
项政策，坚决守好底线，把公平
公正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确保招
生录取工作平稳顺利。③7

我省出台人力资源“强体”意见

重点打造10个省级品牌

高质高效推进高招录取工作

河南文旅启动
元宇宙创造者大赛

（上接第一版）要坚持把工业设
计作为重中之重，促进设计创新
与制造业、城市更新、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大力招引知名设计企
业、设计机构，支持高校设计类
学科、学院建设，创新设计人才
培养引进模式，完善工作机制，
出台扶持政策，营造设计河南建
设良好氛围。

会议审议了《河南省系统性
重塑行政审批制度整体性优化政
务服务环境改革方案》，强调重塑
行政审批制度、优化政务服务环
境，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基础
工程和重要突破口，要以改革的
精神、创新的办法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落实，真正做到极简审批、免
证可办、免申即享、有诉即办、审
管协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有力
支撑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了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工作，指出知识产权保护、
培育、发展是一个地方经济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认
真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突出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培育和投入力度，
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能，完善知
识产权强省建设工作机制，推动
河南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快速发
展。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③7

分析研究经济运行工作 研究设计
河南、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等事项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 王小萍 郭
歌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7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强调中国
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
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实践。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我
省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传承优秀农耕文
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重要
历史人文价值、对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有
重要借鉴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截至目
前，中国拥有18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数量居世界首位。

“我省目前有 3个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分别是灵宝川塬古枣林、新安
传统樱桃种植系统和嵩县银杏文化系
统，正在积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是见证和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农耕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中国重要农
业 文 化 遗 产 的
保护工作是传承
优秀传统乡土文
化和促进乡村文
化振兴的基础性工
作，对于带动乡村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等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该负责人透露，2022年河南农业农
村工作重点就包括建立中原农业文化遗
产名录等事项，目前我省正在建立省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已经制定了评
选办法和实施细则。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

党委副书记毛琼琼说，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
会的主题为“保护共
同农业遗产，促进
全面乡村振兴”，习
近平主席的贺信
让我们对明清古
枣林和古枣树群
落的保护和利用
充满干劲。灵宝川
塬古枣林入选第三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单，大王镇是灵

宝大枣的原产地和主产
区，全镇共有大枣林 2万亩，其

中明清古枣林 4000亩。大王镇后地村
是遗产地中心区，该村拥有 500年以上
树龄的古枣树59619株，拥有 300—499
年树龄的古枣树 3445 株，拥有 100—
299 年树龄的古枣树 2343 株。这些古
枣树至今仍枝叶繁茂、果实累累，不仅具
有较高的观赏和旅游利用价值，也具有

极大的生态价值。
新安县有“中国樱桃之乡”的美誉，

樱桃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新安樱桃”
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新安传统樱桃
种植系统被确定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作为樱桃种植大镇，近些年，樱桃种
植已成为新安县五头镇建设富民强镇的
主导产业，全镇樱桃种植面积达4.3万余
亩，樱桃销往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新
安县委常委、五头镇党委书记郭培录表
示，将做好樱桃古树这一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的保护，以樱桃谷农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带建设为抓手，打造高标准产业
带。同时探索建立樱桃生产数据库，开
发智慧农业控制系统，让樱桃种植流程
实现远程可视化、标准化、自动化，樱桃
产量和品质双提升，推进产业更好发展，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带动乡村全面振
兴。③5

图为灵宝川塬古枣林。⑨6 石旭民 摄

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在我省引发强烈反响

传承优秀农耕文化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 实习
生 吴寒）7 月 18日晚，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召开全省防汛视频调度
会议，传达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
王凯批示要求，对新一轮强降雨
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气象局汇报了本轮强降雨
天气预测预报情况，水利、自然资
源等部门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
应急厅通报了国家防办有关要
求，洛阳、南阳、平顶山等 6个省
辖市汇报了防汛备汛情况。

武 国 定 强 调 ，我 省 已 进 入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此轮强

降雨覆盖范围广。要加强跟踪
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
要坚持生命至上、避险为要，及
早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守住
不发生群死群伤金标准；要切实
做好病险水库、河道险工险段、
淤地坝、南水北调工程以及山洪
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的防范应
对工作；要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统筹
疫情防控和防汛工作，避免引发
新的疫情；要严格落实防汛责
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全部到岗
到位，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
度汛。③7

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斌）7 月 17 日，第
十四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
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全国共有
46名个人和 6个群体受到表彰，我省杨
俊魁、赵进前分获第十四届“全国见义
勇为英雄”“全国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
号。

去年 7 月 20 日，郑州遭遇特大暴
雨，网约车司机杨俊魁驾车行驶至市
内一处隧道附近时，看到路面积水越
来越深，果断下车，逐个敲击拥堵车辆
车门，示意车内人员下车逃离。他先

后拍了 150多辆车，数百名群众获救。
在他走向隧道出口时，发现一对老夫
妇在洪水中挣扎，他毫不犹豫，奋力向
老夫妇游去，在另外两名市民的帮助
下将老夫妇从洪水中救出。脱险后，
杨俊魁继续往隧道外走，回头看见水
里还有 3名女性在车边挣扎，他又一次
跳入湍急的洪水之中，游到一名女子
身边让她扒住车门，再把另外一名女
子托举到车顶上。此时他已筋疲力
尽，但仍凭着最后一丝力气救起了第
五名落水者。成功救起 5人后，杨俊魁

默默离开。今年 5月，他被郑州市人民
政府授予“郑州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
称号。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8时许，开
封市禹王台区的一处院子内，一名 3岁
男童爬到了 6米多高的厂房房顶上，厂
房房顶为石棉瓦搭建，男童的一只脚掉
进石棉瓦的破洞内无法抽出，随时都有
掉下来的危险。赵进前的妻子宋美看
到这惊险一幕，赶紧呼喊救人。听到妻
子的呼救声，赵进前不顾一切冲上前，
爬到房顶实施救援，就在他抱住男童的

那一刻，由于石棉瓦糟烂导致房顶瞬间
坍塌，两人从 6 米多高的房顶摔落，被
救男童在赵进前身体的保护下安然无
恙，赵进前却头朝下掉在一块木板上，
后又被弹摔到了地上，头、胸等部位遭
受重创，当场昏迷，被送到医院紧急抢
救。根据诊断，赵进前术后 CT 显示其
颅内多发脑梗塞，同时伴有颈椎骨折和
多发肋骨骨折、肺部损伤，病情危重，目
前正在康复中。去年 1月，赵进前被河
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省见义勇为英
雄”荣誉称号。③5

我省两人荣获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

7月 17日，温县张羌街
道徐沟村，大学生志愿者在
绘制墙体画。去年以来，该
村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中，将墙体绘画与乡村旅游
相结合，创作绘制以乡村振
兴、家风家训、儿童动漫等为
主题的艺术墙画，扮靓美丽
乡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打卡。⑨6 徐宏星 摄

艺术墙画
扮靓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