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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伴水而兴 百姓安康

□本报记者 万川明 张海涛 宋敏

察势则明，用势则强。
优势不可能一成不变，更不可能

“坐吃山空”。只有砸碎坚冰，突破自
我，才能把优势变为胜势。

一组数据意味深长：今年前 8 个
月，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2.6%，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4.7个
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
比重已提高到 24%；前 5 个月多式联
运和运输代理业等新兴行业的营业收
入增长50.2%。

这来之不易的数字，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
进实施优势再造战略，全力推动传统
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加速实现
经济发展能级跃升，充分彰显着河南
经济的韧性、活力和后劲。

由交通区位优势转为枢纽经济优
势，由产业基础优势转为现代产业体
系优势，由内需规模优势转为产业链
供应链协同优势。河南正通过再造、
整合、重组，巩固提升传统优势，加快
培育全新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实现
在高质量发展“竞跑”中的争先进位。

区位：从路网到枢纽的
“蝶变”

过去，区域发展常受困于地理环
境；今天，现代交通体系建设往往成为

“破局者”。
6月20日，郑州至济南的高铁郑州

至濮阳段、郑州航空港站正式开通，河南

在全国率先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
形高铁网，迈入“市市通高铁”时代。

一张四通八达的“米”字形高铁网，
不仅带来时空与观念的巨变，更意味着
交通枢纽的升级和经济版图的重塑，代
表着中部大省加速崛起的铿锵步伐。

枢纽经济蓬勃发展的前提是枢纽
的形成。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枢纽，
必然是海、陆、空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可
以实现联运的枢纽。

单体货库面积和货邮保障能力位
居中部第一，24小时智能化管理现场货
物、人员、设备……9月 7日，备受关注
的郑州机场北货运区全面运营，为河南
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再添新砝码。

与“空中丝路”越飞越广协同并
进，“陆上丝路”扩量提质，中欧班列
（中豫号）形成“8个口岸出入境、17条
线路直达”的网络，实现每周“16去 18
回”高频次满载往返对开；“网上丝路”
创新突破，去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
达 2018.3 亿元，业务辐射 196 个国家
和地区；“海上丝路”无缝衔接……参
与度和链接度的攀升，影响力和覆盖
面的“升维”，决定了河南正在加速成
型的枢纽经济成色十足。

优势再造切中的是肯綮，得到的
是跃升。立足区位优势打造“枢纽”

“港湾”，流量才能变成“留量”。

就在今年，郑州获批建设全国重
要国际邮件枢纽口岸，成为继北上广
后全国第四个国际邮件枢纽。河南省
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责任中心总经理
秦绪波说，口岸建成后，短期来看，可
以带动郑州机场吞吐量增加，发展航
空港经济；长期来看，可以吸引更多
人、财、物集聚郑州，使河南的枢纽经
济体量越来越大。

优势再造起笔的是现在，瞄准的
是未来。我们既做强节点，又畅通“毛
细血管”，让路网“活”起来，要素“动”
起来。

安徽阜阳船老板盛金启自周口中
心港恢复通航起，就来到周口“闯码
头”。如今，盛金启船上的货物种类有
了很大变化，“从往外运粮食，到把粮
食运回周口，再把面粉、食用油等成品
销往外地。”从原料供应方到食品加工
方的角色转变，正是周口食品产业发
展升级的真实写照。

随着《河南省“十四五”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
《“十四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加
快现代物流强省建设的若干意见》等
政策先后出台，我省正在加快实施枢
纽能级提升、物流提质发展、枢纽偏好
型产业培育“三大行动”。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

8.5 万亿元，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1.2 个
百分点，“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
流运行体系，正在中原大地喷薄而出，
织金绣银。

产业：从传统到现代的
“跨越”

今年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0.3%；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2.3%，制造业投资增长 25.3%；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

这一个个噌噌向上的红箭头，源
自省委、省政府的两项重大部署。

项目稳则经济稳。稳增长必先稳
投资，稳投资必先稳项目，我省发力项
目建设，稳住经济大盘。

省委、省政府发出“项目为王”的
最强动员令，以“三个一批”项目建设
为抓手，盯着项目看、围着项目转、扭
住项目干的浪潮风起云涌，延链、强
链、补链的故事精彩上演。

“作为全省第一期‘签约一批、开
工一批、投产一批’重点项目，全钒液
流电池项目落地很快，从签约、开工到
投产，只用了不到8个月。”开封时代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沣对企业
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富士康项目的健康快速发展更有
说服力。“十四五”期间，富士康在航空
港实验区的配套项目产值可确保年均
增长 30%以上，到 2025 年，郑州市电
子信息产业产值可望超过 4500亿元，
全省占比接近80%。

（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携手开创中乌关系
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推动中哈关系
在继往开来中实现更大发展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进进

奋奋
非凡十年 出彩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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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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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喜迎二十大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

淬炼优势成胜势
——以能力作风建设推进优势再造战略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大河奔腾大河奔腾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沙
颍河上，满载集装箱的货轮从港口驶
出，一路通江达海；豫东平原，呼啸而
来的高铁穿过田野河流，牵动经济发

展；刚揭牌成立的周口国家农高区
内，金丹科技将玉米秸秆制成环保可
降解的聚乳酸材料畅销世界；火热建
设中的“周口智慧岛”，以数字赋能社
会治理、激发城市活力……

点点滴滴，串联起周口过往十
年的奋斗足迹。党的十八大以来，
周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踔厉奋发，接续奋斗，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

（下转第五版）

周口：初心如磐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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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领航中国

习近平习近平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并对哈萨克斯坦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2022.9.14—9.16 访出

□本报记者 王延辉 王文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冠男

镜头回放

2014 年 5 月 10 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郑州国际陆港。看到郑州国

际陆港集铁路港、公路港、空港、海港

于一体，正在打造国家铁路一类口岸、

多式联运服务中心、中欧班列货运中

心、智慧物流信息中心，习近平希望他

们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

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多作贡献。

秋日傍晚，霞光漫天。一列中欧
班列状如长龙横卧铁轨之上，开拔在
即。

“调车”“试风”“发车”……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车务段圃
田车站值班员董超端坐在信号楼调度
室，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的实时

监控画面，发出一道道指令。
汽笛长鸣，一列满载“中国制造”

的中欧班列，踏上奔赴欧洲的旅程。
这里是郑州国际陆港，中原连通

世界的重要节点。
董超，40 岁出头儿，在圃田车站

工作已有 18 年。他清晰地记得习近
平总书记当年考察时的一幕幕。“总
书记详细了解班列的运行情况和物
流状态，希望我们建成连通境内外、
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那一刻，
董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自己
干的活，可是连着‘一带一路’建设
呢！”

隔着监控屏幕，目送班列平稳驶
离，董超很自豪。“8年前，货少人闲；现
在，车多人忙。每次轮到值班，整个人
就要‘钉’在岗上，马虎不得。”董超笑
呵呵地说，“那个时候，班列每周只有
去程二班，现在高峰期每天去回加一
块儿有七八列，整个车站每月发送货

物十几万吨。”
8年多来，董超和同事们不分昼夜

寒暑，接送列车不计其数，仅中欧班列
就超过 6000列，占全国中欧班列开行
数量的十分之一。

列车多了，业务量就大了。“那个
曾经的小货站已发展成为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确定的一级物流基
地。”站在车站平面示意图前，51岁的
圃田车站原站长杨华指着密密麻麻的
线路侃侃而谈。

从2006年到 2022年 8月，杨华当
了 16年站长。在他的办公室，一个相
框立在桌上，里面夹着一张珍贵的照
片。2014年总书记来到国际货运班列
前，同机组人员交谈并合影留念，杨华
站在后排，满面笑容。

虽时隔 8 年，但当时情景历历在
目、殷殷嘱托言犹在耳。“不管平日有
多累，一想到总书记的话，心里总是热
乎乎的，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杨华说。

班列越开越多，圃田站声名鹊
起。“以前人家一听圃田，还以为是福
建莆田，现在一说都知道是咱郑州的
圃田站。”杨华说这话的时候不自觉地
挺直了腰杆。

圃田车站南面，是国家一类铁路
口岸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龚赟丹四
十五六岁，圆脸盘，大眼睛，在这里工
作10余年，从班组值班员、调度员干到
运营部外勤主任。那张与总书记的合
影，龚赟丹同样细心珍藏，“感觉就像
发生在昨天一样。”

核实计划兑现情况、联系班列车
体、与车站沟通接轨、盯控班列正点开
行……干起活儿来，龚赟丹从来“巾帼
不让须眉”。

“日进出场站的集装箱卡车从几
十辆增长到四五百辆，开顶箱、挂衣
箱、冷藏箱等特种集装箱也多了起
来。”龚赟丹直言这些年的发展“超乎
想像”。

（下转第五版）

国际陆港人：

续写“丝路”新传奇

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归欣）9 月 13 日，省长
王凯到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稳经济重大项
目集中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并召开专题推
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重要指示，全
面落实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
施，抢抓重大机遇，加强协调协同，推动更
多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王凯实地查看用地、环保等10个工作
专班运行状况，听取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厅、省水利厅等部门和国开行、农发
行、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有关工作汇
报。王凯指出，集中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
级各有关部门尽锐出战、日夜奋战，合力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要用
足用好政策红利，把全省所有申报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项目、“三个一批”项目全
部纳入集中攻坚范围，进一步充实专班队
伍力量，建立健全协调联动、高效运转的工
作机制，推动项目早开快建，巩固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王凯强调，要突出重大项目攻关，积极
对接国家政策，项目化落实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重大战略、重点工作，聚焦基础设施、
重点产业、重大民生项目等领域，采取告知
承诺制、容缺办理、联审联批等方式，推动
在建项目加快推进、前期项目加快落地、储
备项目加快成熟，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有力带动居民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
进消费回暖，发挥有效投资对稳住经济大
盘的关键作用。

王凯强调，要突出上下贯通，主动与国
家部委和政策性开发性银行沟通衔接，争
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高效推动资金
签约投放。要突出投贷联动，对具备贷款
条件的项目，提前谋划“以投促贷”“以贷引
投”，引导商业银行及时跟进，强化项目资
金保障。要突出高质高效，保持工作定力、
提高工作效率，以投资结构的调整优化，带
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化提升。

孙守刚主持推进会。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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