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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三季度 跑出

防汛备汛不松懈

河南日报社原总编辑郭正凌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 7
月 18日在郑州逝世，享年80岁。

郭正凌同志 1942年 10月出
生于河南省济源市，1966年 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 7月参
加工作。1968年 7月至1972年 3
月在解放军 0210 部队和济源农
村锻炼。1972 年 3 月至 1976 年
10 月任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干
事、中文系教师。1976年 10月至
2000年 7月期间，先后任河南日

报社文教处编辑，编委委员、思想
理论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总编
辑，党委副书记、总编辑。1999
年，郭正凌同志被国务院批准为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0
年 7月至 2003年 1月任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河南日报社）总编辑、
常务副社长、党委副书记。2003
年 1月至 2008年 1月任河南省政
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2009年 1月退休，享受正厅
级医疗待遇。

郭正凌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彭
可）受前期强降雨影响，位于新乡境
内的共产主义渠黄土岗水文站水位
持续上涨，已达到 69.52 米（警戒水
位70.00米），根据《河南省水情旱情
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省
水利厅决定于7月 28日 16时起，发
布洪水蓝色预警。

据了解，洪水预警依据洪水量
级、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
度，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
蓝色预警（接近警戒水位）、黄色预
警（达到或超过警戒水位）、橙色预
警（接近保证水位）、红色预警（达到
或超过保证水位）。

根据《河南省水情旱情预警发
布管理办法（试行）》，水情预警由
水利部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
络等媒体统一向社会公众发布。
依据水情实测或预报变化情况，适
时调整、更新，直至发布预警结束
信息。

省水利厅要求，相关市县水利
局要严密监测雨水情，加强会商研
判，做好预测预报预警，适时启动相
应级别的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加强堤防等水工程巡查，充分发挥
水工程作用，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
御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③7

□本报记者 李若凡

进入7月，河南的雨水似乎就没
有停过，阵雨、雷阵雨、暴雨等强对流
天气频现，局地还有冰雹、龙卷风。
这是什么原因？有何特点？7月 28
日，记者采访了省气象局相关专家。

据统计，截至7月27日，2022年
全省平均降水量396毫米，较常年同
期略偏少 4%。而 6月 1日至今，全
省平均降水量284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多19%。尤其是7月份以来（7月
1日至 27日），全省平均降水量 20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3%。

为何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降
雨偏多？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宁
分析，主要原因是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北
上，提供了丰富的水汽和一定的不
稳定能量。随着高空低槽携带冷空
气东移，大气垂直不稳定加强。近
地面冷空气的南下，与暖湿空气在
河南交汇，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同时，7月下旬和 8月上旬，是

北方地区的主汛期，也是防汛最关
键的阶段，气象大数据显示，我省夏
季（6 月至 8 月）的降雨也是以 7 月
至8月降雨居多。

未来一周，我省大部以多云天
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29日，北部、东部、南部阴天，
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
云间晴天。30日，全省多云，北部、
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31日，
全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
雨、雷阵雨。8月 1日到 2日，全省
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3日，北部、中西部多云，局部
有阵雨；其他县市多云间晴天。

气象专家提醒，短时间的强降
水很可能形成旱涝急转，并可能引
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
灾害。各地一定要关注属地气象部
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科学
合理做好防范。③9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洪水蓝色预警

7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43%

为何最近雨不断

本报讯（记者 孙静）7月 28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
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第四场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我省跨境电商交易额
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稳
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实现进出口交
易额 1111.7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9.6%。

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军介绍，复
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
情给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带来
了严重冲击，为稳住企业发展信
心，我省瞄准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加
大政策供给，重点在跨境电商综试
区建设、完善生态圈等方面持续发
力，推动“网上丝路”实现较快发
展。

郑州、洛阳、南阳 3个跨境电商
综试区建设加快，成为引领我省跨
境电商发展的主阵地。上半年，郑
州市明确产业集聚、品牌建设等 20
项重点任务，全市开展跨境电商业
务企业增加至 8700多家，跨境电商

交易额占全省同期的59%。洛阳市
加快通关一体化平台建设，推动上
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速超全省平
均增速 12 个百分点。南阳市则积
极打造网红直播孵化基地、开展园
区建设，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增
速均居全省第 3位。在今年 3月商
务部公布的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评
估结果中（分四档），郑州列第一档
（全国前 10位），洛阳、南阳列第二
档（全国前50位）。

跨境电商监管模式进一步创新
突破。去年5月，河南正式获批成为
全国唯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
点，今年4月 11日，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药品试点完成首单交易。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加快推
广。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快响
应、零延时、秒通关，运营效能全国领
先。同时，我省持续支持E贸易核心
功能集聚区建设，出台跨境电商海外
仓示范企业扶持政策等，跨境电商生
态圈也在逐步完善。③5

相关新闻

上半年进出口交易额同比增长9.6%

全省跨境电商高基数上实现稳增长

□本报记者 孙静

“上半年，全省商务运行总体平
稳、持续向好，开放河南建设稳步推
进。”7月 28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上半年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第四场
新闻发布会上，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
长王振利介绍。

制度型开放战略顺利推进
138项任务全面展开

我省将把全面实施制度型开放战
略作为打造内陆开放强省的重要抓
手，上半年，138项任务顺利推进。

作为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的主阵
地、排头兵，河南自贸试验区大动作不
断。其中，《河南自贸试验区 2.0版建
设实施方案》和政务、监管、金融、法
律、多式联运五大服务体系专项方案
出炉，开放创新联动区建设同步启动，
新上报国家 6 项改革试点经验，郑、
汴、洛三个片区与综保区、开发区实现
机构套合，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

制度创新释放出强劲发展动力。
上半年，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 9357
家，进出口值实现 292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63%。郑州机场国际货邮
吞吐量 27.5 万吨，同比增长 9.3%；中
欧班列（中豫号）开行 875 班，增长
16.5%；跨境电商交易额高基数上保持
快速增长；铁海联运班列加密开行，

“四条丝路”开放通道优势进一步彰
显。

对外经贸稳健增长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增加 498家

稳住外贸基本盘是稳住产业链、
供应链的关键之举。省商务厅副厅长
李若鹏介绍，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
3958.3 亿元，同比增长 7.9%，有进出
口实绩企业 8850 家，同比增加 498
家。

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外贸结构更
加优化，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
般贸易在全省外贸总值中的占比提升
至 36.6%，进一步增强了外贸发展后
劲和韧性；新兴市场进一步拓展，上半

年，我省对 RCEP 成员国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增速明显
高于全省平均增速；主体活力持续增
强，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占到我省外贸
同期总值的47.3%，占比持续提升。

招商引资提质增量
投资额 10亿元以上项目达 466个

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敬林介绍，今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工作，省级层面
建立高规格利用外资联席会议制度和
四个外资专班，各地坚持大员上阵，招
商氛围浓厚，上半年全省利用境内外
资金平稳增长，一批大项目相继落地。

上半年，全省新设外资企业 128
家，吸收外资预计增长 24.6%；实际到
位省外资金 5600.5亿元，增长 3%；各
地纷纷创新招商方式，产业链招商、资
本招商等成为重要招商引资途径；举
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 195 场，签约项
目2173个，总投资1.56万亿元。

通过“三个一批”项目滚动发展，
一大批重大项目顺利落地。上半年，
共落地百亿元以上项目 5个，总投资
达 560亿元；50亿元以上项目 36个，
10亿元以上项目 466个，为稳住经济
大盘提供了强力支撑。

消费市场企稳回升
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超 7.7亿元

上半年，我省一方面延长现有促
消费政策执行期，同时研究出台新的
政策措施，促进消费加快回升，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48.4亿元、同比
增长0.3%，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

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费全发介绍，
我省鼓励各地针对商品零售、餐饮等重
点领域发放消费券，省财政给予奖补。
扩大汽车消费，对在省内新购汽车按购
车价格的5%给予补贴，最高每台可补
1万元。鼓励各地对智能手机、智能家
用机器人等电子产品及空调、电视机等
家用电器消费进行补贴，鼓励成品油消
费、活跃网络消费等。截至目前，全省
累计发放消费券超过7.7亿元，消费促
进工作成效持续显现。③9

开放河南建设稳步推进

7月 26日，在永城市商务中心
区创本城市之星项目现场，工程建
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该项目投
资 13 亿元，是省重点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吸引优质企业设立总
部，推动总部经济蓬勃发展。⑨4

刘广 摄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北
上，提供了丰富的水汽和一定的不稳定能量。随着高空
低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大气垂直不稳定加强。近地面冷
空气的南下，与暖湿空气在河南交汇，触发强对流天气。

上半年

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3%

郑州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9.3%

中欧班列（中豫号）开行班次增长16.5%

全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9%

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占到我省外贸同期总值的47.3%

全省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

□本报评论员

肝胆皆冰雪 ，万象为宾客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级纪委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纪

检监察干部，保持队伍纯洁，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

响鼓重槌、自我革命，查一查用权律己严不严，在是

否做到绝对纯洁上真反思见行动。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委监委

是执纪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权是“治权之权”，纪检

监察干部是“治吏之吏”。打铁必须自身硬，监督者

行得端、走得正，说话办事才有底气，履职尽责才硬

气。如果行得不正，就会被戳脊梁骨，说的话没人

听，监督人没底气。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做严守纪

律、改进作风、拒腐防变的表率，清除害群之马，防

止“ 灯 下 黑 ”，保 持 队 伍 纯 洁 ，是 党 中 央 的 一 贯 要

求。纪检监察机关要毫不放松对干部的教育、管

理、监督、约束，自觉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一

手抓规范用权、强化制约，一手抓刀刃向内、清理内

鬼，始终做到严之又严。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加强自

身建设，方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在行使权力

上要谨慎再谨慎，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

高度警觉，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

力 、履 行 职 责 ，执 行“ 五 条 禁 令 ”零 容 忍 、无 例 外 。

在自我约束上要严格再严格，自觉抵制各种形式

的围猎“套路”，慎独慎微、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打

进来、拉下水，严格家风家教，坚决防止亲属子女

打 着 旗 号 谋 取 私 利 。 在 接 受 监 督 上 要 自 觉 再 自

觉，自觉把监督当成最好的保护、最大的关爱，习

惯在最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下开展工作，为年轻干

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怀律己之心，修为事之德。牢记初心使命，坚

定理想信念，砥砺绝对纯洁的政治品格，我们定能

把纪检监察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为现代化河南建设

提供更加坚强的纪法保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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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建设忙

□本报记者 宋敏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强劲，货物运
输快速回暖，高速公路车流量降幅收
窄，这是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经济运
行情况展现出的积极变化。7 月 25
日，全省交通运输上半年经济运行分
析调度会召开。记者采撷其中关键数
据，解析交通运输行业主要指标走势。

交通项目投资高位运行

7月 26日，在安罗高速原阳至郑
州段项目施工现场，黄河特大桥主桥
正在进行索塔结构施工。作为全线重
要的控制性工程，该桥设计为双塔双
索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是黄河河南
段塔高之最。

“为让黄河特大桥如期建成，我们
邀请专家开展科技攻关，将科学有序
掀起大干热潮。”河南省黄河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圣建说，该项目今

年已完成投资 14.21 亿元，占年度投
资的61.76%。

今年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坚
持“项目为王”。上半年，我省完成公
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807.3 亿元，居
全国第 7位、中部地区第 1位，增速分
别高于全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45.7个、41.5个百分点；半年完成三分
之二的年度投资目标，为全省稳住经
济大盘提供了重要支撑。

重点项目推进提质增速。目前，
沿太行高速新乡段、鹤辉高速项目主
体工程基本完工，沿太行高速安阳段
等19个项目施工大干场面已经形成；
国道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已建成

通车；省道 304白堽黄河大桥等项目
投资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助企纾困政策持续落地

“相比之前申请的其他信用贷款
最低年化利率 5.22%，我们以 3.7%的
年化利率获得1000万元信用贷款，还
免担保费，大幅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
本。”日前，河南省交通运输“运通贷”
专项信贷产品签约启动，河南脱颖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舒秋告诉记者。

安排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交通专项
补助资金7200万元；实施高速公路通
行费差异化优惠政策，减免“四保”企
业车辆通行费 1亿元；加大税费减免
力度，全省交通运输企业减免“六税两
费”超 15亿元，留抵退税 1712户、金
额超140亿元……

从全国到省内，随着物流保通保畅
各项措施落地实施，物流人流更加畅
通。上半年，全省完成公路货运量10.8

亿吨、货物周转量3651.6亿吨公里，分
别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个、7.7个百分
点，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灾后恢复重建推动有力

我省按照“先通后固、逐步提速”原
则，全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工
作。全省公路水路灾后重建项目共
1682个、总投资 179.1亿元，截至 6月
底，已完工1343个、完工率 79.8%；完
成投资151.6亿元、占总投资的84.6%。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
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有义务、有能力为
全省稳经济促增长贡献更大力量。”省
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强说，下
半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锚定年度高
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年
底通车总里程突破8000公里目标，确
保三季度末完成全年1213亿元投资目
标，力争全年完成投资1500亿元。③4

全省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积极变化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