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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1 月 15 日郑州海关发布数据显
示 ：2022 年 ，河 南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852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 ；外
贸 规 模 在 全 国 的 排 位 从 第 10 上 移
至第 9。总值和排位均创历史最好
成绩。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省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全省
外贸连破 7000 亿元、8000 亿元大关，
年增长超过 20%，基数较高。2022年，
我省精准施策，积极稳住了外贸大盘，
外贸工作整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
发展态势。

政策支持成效明显

去年 9 月，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赴德国参加第 13 届国际铝工
业展览会，一举拿下近 56亿元的意向
订单。

为鼓励企业走出去，去年我省出台
10条稳外贸举措，拿出“真金白银”对中
小外贸企业境外参展等进行支持，目前
补贴已超过 7300万元。经初步统计，
2022 年全省有 4000 多家企业参加境
内外线上线下展会抢订单。

去年以来，我省持续丰富稳外贸
“政策工具箱”——

聚焦解除企业后顾之忧，不断扩大
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2022年全省累
计为 2620 家外贸企业提供风险支持
11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

加大支持企业融资力度，推动地市
设立出口退税资金池、开展“外贸贷”。
全年出口退税资金池累计投放金额 2
亿元，“外贸贷”累计投放超 6亿元，企
业发展资金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不断优化通关服务，大力引导企业
“提前申报”“两步申报”，进口、出口通
关时间同比分别较全国快 7.54 小时、
0.88小时。

业内人士认为，持续稳定、精准优
化的政策支持，推动全省外贸发展动力
更足、韧劲更大。

民营企业拉动力增强

河南三利食品有限公司将目光聚
焦海外客户需求，去年前 10个月，公司
出 口 额 7000 万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超
30%。

在河南，像三利食品一样出海发展
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据统计，2022
年全省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
达 10740 家，同比增长 6.6%。“近年来
我省外贸主体培育成效明显，外贸企业
数量逐年增加，规模不断壮大。”郑州海
关相关负责人说。

民营外贸企业对全省外贸增长的
拉动力越来越强。数据显示，去年前11
个月里，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持续保持
在两位数以上，对全省外贸增速的贡献
值不断扩大。2022 年，民营企业进出
口值达 4077.6 亿元，增长 11.6%，在全
省外贸总盘子里的占比持续提升。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开展外
贸主体培育工作，拿出更多利好措施鼓
励中小企业走出去、助力外贸大户扩大
进出口规模，尽快形成龙头带动、多点
支撑的外贸发展新格局。”省商务厅相
关负责人说。

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

去年 4月，全国唯一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药品试点在河南启动，为全国消费
者购买进口药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同年 10 月，我省在塔什干成功举
办“中国品牌商品展”，300 多家河南
企业的数千件展品集体亮相中亚市
场，初步达成采购意向金额近 2000万
元。

近年来，我省将培育壮大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作为提升外贸竞争力的关
键。尤其去年以来，全省跨境电商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生态圈不断完善，新获
批焦作、许昌 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新
认定 12家省级海外仓示范企业……截
至去年 11 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
1998.2亿元，增长8.4%。

全省外综服企业持续壮大，达 36
家，带动更多中小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许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年出口超40
亿元，聚集起更多省内外优质商品；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国家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以跨境电商为主的外贸新业态已
成为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我省将持续推
动跨境电商扩大规模、引领创新，持续
推动各项试点高质量运行，积极向国家
争取落地更多新试点、新政策，以有力
举措推动外贸新业态释放出更强动
力。③9

□本报记者 胡舒彤

“听说企业满负荷生产可申请
财政奖励了，非常激动。”1月 15日，
洛阳高飞桥隧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高飞说。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稳
定经济大盘的决策部署，加大稳工
业惠企业力度，我省近日出台《支持
企业春节前后稳岗稳产若干政策措
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政策
措施》明确，2023 年第一季度满负
荷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获
得10万元的财政奖励；满负荷生产

且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获得20万
元的财政奖励。

说起规上企业满负荷生产财
政奖励，黄高飞并不陌生，“去年一、
二季度加起来，我们共拿到了30万
元的满负荷生产奖励。”黄高飞说，
公司专业生产桥隧成套装备，产品
回款周期较长，流动资金紧张，获得
规上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对
缓解流动资金压力很有帮助。

据了解，该项奖励政策在 2022
年的实施中，红利效益凸显。“满负荷
生产奖励政策事关我省2万多户规上

工业企业切身利益。今年该项政策
比去年出台早，方便企业及早制定一
季度生产方案，再加上春节不放假
电价优惠等惠企政策，激发企业生
产活力、稳经济增长效应会更加明
显。”省财政厅企业处负责人说。

为确保企业在最短时间内享受
到真金白银的奖励，省财政多措并
举推动奖励政策及早兑现。在企业
申报阶段，“用数字来说话”，简化申
报流程，选择企业用电量作为衡量
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的标准，
减轻了企业申报负担，缩短了申报
时限。在资格审定阶段，将获奖企

业审定权下放属地。在资金拨付阶
段，“一竿子插到底”，确保政策直达
快享。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
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宋向清认为，政府在政
策上动真格，企业就会在市场上拼
命干。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各地
各类企业都开始复工复产，向时间
要产量要效益是他们的优先选项，
此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
是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促
进企业稳产、达产，为稳经济大盘
作贡献。③6

政策精准 民企给力 新业态势头强

全省外贸稳中有进生产满负荷 奖励实打实

1 月 13 日 ，东
旭氢能电机装备产
业园，生产线依旧
在不间断工作。该
产业园位于洛阳市
涧西区，目前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项目
生 产 厂 房 全 部 建
成，已开始试生产。
项目投产后将吸引
上下游相关行业在
洛阳集聚。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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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1月 15日，
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悉，为支持富士康等重点企业稳岗
稳产，春节期间“不打烊”，航空港实
验区管委会拟于 1月 21日至 27日
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向重点企业和重
点项目留守员工发放2000万元“留
岗红包”，相关事宜可关注航空港实

验区管委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

节，航空港实验区预计有近20万名
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员工就地过年
留岗工作。为了鼓励员工留郑过年，
支持企业错峰避峰放假调休，保障春
节前后连续生产建设，确保重点企业
和在建重点项目稳订单、扩产能、抢

进度，航空港实验区将采取有力措施
用“真金白银”支持企业“抢开局、稳增
长”，奋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强力
推进航空港实验区“二次创业”进程。

除发放留岗红包之外，航空港实
验区还将做好项目建设涉及的道路、
供气、供电、土地清表、污水处理等要
素保障工作，同步加快推进餐饮、娱

乐、医疗、教育、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
和周边环境优化工作，确保各项任务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高效完成。

据悉，2022年 4月，省委、省政
府对航空港实验区进行了重塑性改
革，赋予其新定位、新目标、新要求，
航空港实验区正式开启“二次创业”
进程。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
报社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1 月 14
日，记者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新年伊始，该企业为安哥拉、
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发运
拖拉机、高地隙拖拉机、垃圾分类收
集压缩车等产品近百台，海外市场
迎来新年“开门红”。

“我们为安哥拉用户订单生产
的 12台拖拉机中，有 2台属于特别
定制的高地隙拖拉机，该机型适用
于采棉、果园、水田作业等。同期交

货还有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
的近百台产品订单。”中国一拖有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中国一拖大拖公司为
战高产、保销售，奋力实现“开门
红”，围绕生产现场效率提升和过程
精细化管理，优化物资送检、入库、
上线流程节点。

“我们还针对‘国四’产品保供
做出快速反应，制定分时间段保供
措施，对结构件、线束、管子等‘国
四’变化大的零件安排专人盯催，确

保物供及时。”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针对涂装线、自行葫芦、AGV及自
动线等重点设备，提前制订预案、主
动应对，不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拖后
腿，确保企业生产“开门红”。

不仅主导产品的国外订单生产
发货红火，非主导产品同样不逊
色。近日，中国一拖特专车分公司
将一批特种罐车发往上海港，随后
将运往伊拉克；中国一拖柴油机公
司销售订单也持续增加……

走进中国一拖总装生产线，装

配线平稳运行，工人们“满格作战”
赶订单，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中国一拖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是企业能否实现平稳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时期，关键之年当有非常之
为。中国一拖将紧紧围绕“抓牢新
机遇、开好新局面”中心目标，强创
新、促转型、抢订单、拓市场，持续提
升营销策划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服
务保障能力，全力以赴实现国际市
场销量再上新台阶，为企业发展交
出优秀答卷。③9

郑州航空港区计划发放2000万元春节留岗红包

中国一拖:海外市场迎来新年开门红
（上接第一版）
国际贸易市场边界持续拓展。去

年，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
长，对RCEP成员国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2022 年，
美国、东盟、欧盟（27国，不含英国）、中
国台湾、韩国为我省前五大贸易伙伴，
其中对美国进出口 1800.7 亿元，下降
1.6%，其他均为正增长，尤其对东盟增
长达24.6%。全省对RCEP成员国进出
口 2552.2 亿元，增长 15.9%，占 29.9%，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2228.9
亿元，增长 23%，占 26.1%，占比均保持
提升。

汽车出口和原油进口倍增。从商
品结构看，2022 年手机及其零部件仍
为我省主要进出口商品，手机、集成电
路、音视频零件、平板显示模组等 4项
商品合计进出口4502.7亿元，占全省进
出口总值的 52.8%。其中，出口手机

2547.9亿元，下降 6.6%，占全省出口值
的 48.6%。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商品
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家
具、铝材、农产品及汽车出口增速均高
于全省平均增速，尤其是汽车出口
125.1亿元，增长 128.5%；进口方面，金
属矿及矿砂进口下降超 1成，原油进口
103.8亿元，增长123%。

全 省 有 10 地 进 出 口 超 110 亿
元 。 2022 年 ，郑 州 进 出 口 值 6069.7
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71.2%。济
源（300.8 亿元）、许昌（259.5 亿元）、
南阳（239.1 亿元）、三门峡（222.6 亿
元）、洛阳（209.2 亿元）、焦作（203.8
亿 元）、濮 阳（197.2 亿 元）、新 乡
（154.7 亿元）、周口（118.5 亿元）等地
进出口均在 110 亿元以上。增速方
面，濮阳（69.3%）、南阳（57.8%）、平
顶山（37%）等 9 地进出口增速较高，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③9

全省外贸进出口值突破85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