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 稳 步 扩 大 规 则 、规

制 、管 理 、标 准 等 制 度 型 开 放 ”。 日

前，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提出以制度型开放为统领，

持续解放思想、打造平台体系、提升通

道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合作交

流，进一步提升开放的凝聚力、推动

力、竞争力、影响力。10 月 24 日，中欧

班列（中豫号）首次发出新能源汽车专

列，国产新能源整车在河南通关出口，

推动全省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河南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的交融越

来越深。

放出巨龙通欧亚，耕耘蓝天拓海

洋。作为内陆腹地，河南以愚公移山

精神打造开放高地。当下，“空中丝绸

之路”提升辐射能力，持续实施郑州—

卢森堡“双枢纽”战略，又将在匈牙利

设立首个海外货站；“陆上丝绸之路”

扩量提质，不断增加集疏网点；“网上

丝绸之路”创新突破，业务辐射 196 个

国家和地区，织起了一张链接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云端大网”；“海上丝绸

之路”无缝衔接，积极发展铁海联运、

河海联运，提高通江达海能力。“四路

协同”，河南的开放不断向广度深度拓

展，不断提高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中的参与度、链接度和影响力。以

开放拓空间、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谋

大局，河南敞开怀抱，与世界深度交

融，产业链条全球延伸，不断向中高端

攀升。2021 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

为 10 年前的 2.5 倍，年均增长 10.8%。

以制度创新赋能高水平开放是我

们关键的一招，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

开放的最鲜明特征。RCEP 生效时，

河南抓住机遇，设立河南省 RCEP 企

业服务中心，搭建 RCEP 货物贸易大

数据服务专区，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证

书签发、商事证明、出口退税等“一站

式”涉外综合服务。深入推进跨境电

商综试区建设，首创 1210 网购保税进

口模式并在全国复制推广。河南自贸

试 验 区 完 成 160 项 改 革 创 新 试 点 任

务，累计形成 515 项改革创新成果，14

项在全国推广，80 项向全省推广，带

动中原大地开放理念持续提升、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

面的改变，致力于形成与国际贸易和

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

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我省变跟

跑追赶开放为主动引领开放。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新一轮高水平

开放的号角。我们要坚定实施制度型

开放战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主动适应新一轮国

际经贸规则演变，加快构建有利于贸

易、投资、信息、技术、人才等自由便

利流动的政策制度体系，增强制度型

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让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河南拓展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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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1 月 3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河南农业
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
验室）正式获得科技部批准建设。

P3实验室是开展高致病性病原
研究的必要科学实验室，也是发展生
物医药产业的重大基础支撑平台。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河南省疾控中
心、新乡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及河南农业大学 4家获准建设国
家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其中，
省疾控中心、华兰生物公司建设的生
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已建成投用。

河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
级实验室包括大动物实验室、小动物
实验室和细胞实验室等功能部分。
项目总投资约1.98亿元，建筑面积约
13451 平方米。省科技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该实验室的获批建设，对于
提高我省突发重大疫情的发现和处
置能力，完善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统，加快抗体药
物、疫苗和诊疗方案攻关，促进畜牧
业健康发展，保障动物性食品供给安
全，创建国家创新高地和“双一流”学
科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该实验室建成后将立
足河南、面向全国，以服务人民健康
为宗旨，为区域生物医药和生物技
术产业提供更坚固的研发基础，有
力提升全省乃至全国重大疫病和新
发病的防控技术研发和转化效率，
保障健康养殖、食品安全和公共卫
生安全，力争成为引领畜牧业、动物
保健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科
学研究高地、人才培养高地和成果
孵化高地。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月1日，
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
北京和濮阳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的形
式同时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暨第十一届中
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将于 11
月8日至13日在濮阳市举行。

本届中国杂技艺术节以“艺绽新
时代，技炫新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
近年来创作的优秀杂技剧目和魔术
节目。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暨展演、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
比赛、全国优秀杂技剧目展演、《中国
杂技对外交流图片展》、惠民演出系
列活动、全国杂技创新创作引导会、
中国杂技理论高级研修班、闭幕式暨
获奖节目展演。

中国杂技金菊奖是中国杂技界
的最高奖，自 1997年设立以来，已成
功举办 10届。据悉，今年的中国杂
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已从全国申
报的70个节目中遴选出30个优秀节
目，经 A、B两组 4场比赛，最终将决
出10个获奖杂技节目。

中国杂技艺术节是由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杂技家协会共同主
办的常设性重大活动，本届杂技艺术
节是濮阳第二次举办中国杂技艺术
节。濮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享誉中外的“中国杂技之乡”，不但拥
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杂技院团河南省杂
技集团有限公司，还拥有国内面积最
大、培养人才最多的杂技艺术学校，是
杂技文化的重要传承地。③4

□本报记者 杨凌 王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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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刻，这句话更是重若
千钧。

11月 2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管委会发布关于富士康科技园
员工关爱 15 条措施。其中第一条提
出，确保歇班、暂时不上班、离职居住
在公寓的员工有热饭、热水，一日三餐
配送到小区，每人每天另加牛奶和水
果，保障营养需要。

11月 3日一大早，记者来到郑州
富士康员工公寓实地探访。

暮秋时节，清晨微寒，数十辆运餐

车从高速郑州航空港区北站有序下
站，分别驶入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 11
个员工公寓小区。

早上 7点 10分，两辆运餐车抵达
富士康裕鸿公寓，工作人员快步上前，
将热腾腾的小米南瓜粥和分装好的面
包、牛奶、鸡蛋、香肠、苹果搬运至公寓
内的留港员工关爱驿站，第一时间发
放给需要的员工。

“拿到手里的时候，粥还热乎乎
的。”来自安阳的小伙儿李龙端着领到
的早餐说。

一份准时递到员工手里的热饭
菜，背后是有序运转的保供体系。

“凌晨2点就开始准备早餐了。”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场

保供专班副指挥长巴子强说，“早餐有
六样儿，尽可能满足大家的营养需求；
往后几天，包子、油条换着样儿来。”

富士康员工张亚超是一名志愿
者，专门负责发放早餐。忙碌间隙，他
告诉记者，“对正在隔离的员工，我们
都会点对点送餐上门。”

“目前航空港区下沉基层参与疫
情防控的党员干部有 2000多人，党员
突击队有 338 支，仅下沉裕鸿公寓的
党员干部就有 23名，加上在这儿的社
区工作者、志愿者和物业管理人员，近
百人服务保障着公寓内的 6000 多名
员工。”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IT产业园社
区服务中心裕鸿工作站站长黄俊伟介
绍，大家都吃住在小区，并肩奋战在一

线，为了避免出现员工吃不上饭、看不
上病的情况，还组织开展了“敲门行
动”。

目前，我省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启动了省市区和企业联合嵌入的应急
指挥体系，服务保障好群众生产生
活。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坚持把
员工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查漏补缺，
迅速落实15条关爱措施。

“由于需要保障的员工较多，大家
如果遇到什么实际困难和有相关诉
求，可以拨打热线或向下沉党员干部
进行反映。”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员工公寓的一天，就从这份“热汤
饭”开始。③5

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员工公寓的清晨，从一碗热粥开始

我省又一家P3实验室获批建设

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
本月将在濮阳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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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度看十大战略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 月 3日下
午，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郑州将以
快速“追阳”为总牵引、以实现社会面
清零为主攻方向、以基本恢复城市生
产生活正常秩序为目标，主动防控、精
准管控、动态可控，加快排干捞净阳性
人员，争取早日扑灭本轮疫情，不发生
规模性反弹。

据介绍，郑州市本轮疫情于 10月
4日由万邦市场外地来郑货车司机引
发，随后通过火车站、医院、学校等多
链条、多点位传播扩大，形成交织扩
散、迅速蔓延、散发高发的态势。疫情
发生后，省市高度重视，“市县乡村”四
级指挥体系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
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目前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中原
区、二七区和高新区的重点人群中，其
他区县（市）社会面持续有零星散发病

例，均在管可控。郑州市自 11月 1日
起，进一步调整优化防控措施，进入局
部管控、有序放开阶段。

精准医疗救治。组建省市呼吸、
感染、儿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所有患
者“一人一策一方案”精准施治，中医
药干预率达到100%，大部分病例经过
7天左右就能治愈出院。目前没有重
型和危重型病例，所有患者病情平
稳。有序推进主城区核酸检测“大起
底”，确保 8小时内出具结果。扎实开
展“扫街扫楼”专项行动，第一时间发
现并隔离转运阳性人员，严防形成新
的社会传染源。依据“大起底”检测结
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连续 7天
核酸检测无异常的小区，自 11月 1日
起有序逐步放开。

规范转运隔离。坚持“应转尽转、
应隔尽隔、日清日结”，所有隔离点由
专班严格实施闭环管理。严管风险区

域。对病例较多的小区或楼栋严格实
行“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目前，全市
6398个居民小区已解封 3899个。盯
紧重点场所，管好人员流动。中原区、
二七区、高新区已经解封的区域，严格
实行区域内流动，非必要不跨区、不聚
集、不到风险点位。低风险区域人员，
持“两码一证”可有序流动。市域外入
郑人员需提前3天报备行程，抵郑后查
验“两码一证”。

有序复工复产。截至 11月 2日，
全市 2558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正常生
产的企业有 2298家，占比 90%；1906
家“四保”白名单工业企业中，正常生
产的企业有 1810 家，占比 95%；34.2
万人工业白名单企业从业人员，在岗
员工32万人，在岗率93.4%。

下一步，郑州将坚持“控新”“清
旧”双向发力，第一时间锁定和转运隔
离阳性病例和密接人员，严防出现新

的传播链。推进“降级”“解封”有序实
施，对连续 7天无异常小区、有风险人
员小区、有新发病例小区实施分类管
理。统筹“流动”“管控”松紧有度，针
对 10个重点行业的流动人员，严格落
实早抗原、晚核酸“一天两检”措施，严
控跨区流动风险。

“郑州市已经进入到社会面有
序解封的工作阶段，市区内生产生
活秩序正在有序恢复。”郑州市政府
副秘书长李慧芳说，目前，郑州市本
轮疫情还在持续，新发感染人数仍
处于高位，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解
封不等于解防，病毒尚未降伏，一时
疏忽大意就可能导致全市防疫成果
前功尽弃。她强调，虽然当前新冠
病毒的免疫逃逸能力和传播能力都
很强，但其毒性较弱，郑州市至今还
没有发现危重病例，大家不必恐慌
和焦虑。③6

郑州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市区内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有序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