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曼谷专电 !记者万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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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正在泰国曼谷访问
的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光春出席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办的
河南!泰国"经贸恳谈会% 在恳谈会
上# 徐光春热情洋溢地向广大泰国

华商推介了发展的$开放的$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河南% 他说#当今河南的
发展速度很快$ 质量很高$ 空间很
大$条件很优$机遇很好#衷心希望
各界华商加大在河南的投资# 与河
南开展更多领域$更高水平的合作%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宏丰 #

副主席刘锦庭$刘暹有$陈振治 #泰
国工商总会主席郑继烈# 泰米业公
会理事长王森丰# 暹罗五金公会理
事长陈周宏# 金银珠璇同业公会理
事长马灿伟# 火锯公会理事长王琼
南#金商公会理事长陈振治#木材出
入口公会理事长叶豪杰# 联华药业
公会理事长翁宗周# 华人青年商会
会长李桂雄等

#$

家行业公会会长
以及当地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近百
人参加了恳谈会%

徐光春在讲话中说# 此次率领
河南省代表团到泰国中华总商会做
客#目的有三% 一是祝贺% 总商会成
立

%&

年来#互促交流#沟通资讯#共
创商机# 在取得华商事业成功的同
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谨
表祝贺之意% 二是感谢% 长期以来#

总商会致力于中泰友好关系的发
展#致力于支援家乡经济社会建设#

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深表感谢
之意%三是欢迎%河南与泰国文化经
贸交流源远流长#发展迅速#发展中
的河南真诚欢迎各位华商到河南走
一走$看一看#!下转第二版"

徐光春在曼谷参加河南!泰国"经贸恳谈会时说

开放的河南发展空间巨大条件优越机遇良好
愿与天下华商开展更多领域更高水平的合作
并出席省商务厅与泰国万浦集团公司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本报讯 !记者刘亚辉 陈小平"

河南与台湾可以通航啦& 记者
!

日
从省台办获悉# 随着海协会会长陈
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

!!

月
'

日在台北签署 '海峡两岸空运协
议(#我省郑州正式成为两岸客运包
机航点%两地通航实现后#在我省投
资兴业的台商和两岸游客# 就可以
更加方便$ 快捷地往返于中原大地
和宝岛台湾%

根据协议#两岸将在原有周末包
机的基础上#增加包机航点$班次#调
整为客运包机常态化安排%大陆同意
将在现有北京$上海!浦东"$广州$厦
门$ 南京

#

个周末包机航点的基础
上# 开放包括郑州在内的

!(

个航点
作为客运包机航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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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海协会会长

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

台北签署了$海峡两岸空运协议%&

根据协议# 大陆同意再开放
"#

个

航点作为客运包机航点#这其中就

有郑州&这意味着#河南与台湾的

直通包机将要开通#豫台乡亲长

久以来的夙愿将变为现实#两地

合作又有了新的'重要的契机(

近年来# 河南与台湾的经贸

文化关系快速发展&目前#在豫的

台资企业有
"$$$

多家#投资领域

涉及商业'工业'文化等#是加快

中原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

越来越多的台湾游客辗转来河南

寻根问祖#观光旅游& 作为*所有

中华儿女心灵的故乡+#中原文化

源远流长#名胜古迹驰名八方#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这样的好环境#

对台湾乡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豫台直通客运包机的开通#将

大幅度降低两地人员往来的成本#

进一步密切河南与台湾的交流和

沟通#有助于豫台两地经贸文化

等领域的合作突飞猛进#有助于

加深豫台乡亲的交流和友谊&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蔓延

的情势下#豫台在经济'文化'旅

游等方面展开新合作#具有特别

的意义& !下转第二版"

豫台合作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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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社评 "

本报讯 !记者刘亚辉 实习生
刘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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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省政协主席王全
书在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驻省文
化厅检查指导组有关同志的陪同
下# 到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省文化
厅及其有关直属单位进行了考察 #

并作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
文化强省建设*的辅导报告%

王全书一行先后察看了省歌舞

剧院$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省图书
馆$省艺术职业学院$河南艺术中心
等地% 在随后举行的辅导报告会上#

王全书说#这些年#我省文化系统围
绕中心# 服务大局# 在文化体制改
革$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投入 $

文化设施布局$精品创作生产$文化
遗产保护$基层文化建设等方面#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整体推
进中#实现了重点突破#创造了新鲜

经验#成绩值得肯定%

王全书强调# 党的十七大对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
了全面部署# 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 推进文化创新等四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要把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就必须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文化强省建
设为目标#!下转第二版"

王全书在为省文化厅作辅导报告时强调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文化强省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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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在新郑市调研时
强调#要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推动科学
发展#抓好麦田管理工作务求壮苗越
冬% 副省长刘满仓陪同调研%

在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司 #陈
全国考察了好想你枣制品的生产制
造过程#他勉励企业负责人#要以学
习实践活动为契机# 做活做好枣文
章#做大做强枣产业%

在河南雏鹰畜禽发展有限公
司# 陈全国考察了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称赞他们做到了统一供仔$统一
供料$ 统一技术管理$ 统一防疫治
病$统一组织销售$统一担保贷款等
)六个统一*# 有效解决了农民致富
的资金$技术难题#走出了一条 )公
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好路子%

在龙王乡霹雳店村麦田里 #陈
全国蹲下身子察看麦苗长势和土壤

墒情#同村民郝满囤亲切交谈#详细
询问他麦田管理$ 家庭收入和当地
农资价格情况# 陈全国叮嘱有关负
责同志#要加强市场监控#稳定农资
价格#减少农民种粮成本#增加农民
种粮收入#确保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同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 陈全
国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
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南
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下转第二版"

本报北京电 !记者田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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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郭庚茂
在北京河南大厦亲切会见了加拿大
马尼托巴省省长盖瑞+多尔一行#并

签署了两省间加强经济发展合作备
忘录%

郭庚茂首先介绍了河南省省
情%他说#河南地处华夏腹地#是中华

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 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河
南有

"$$$

多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河南区位优势明显#是中
国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和人流 $物
流$信息流中心% 河南是中国第一人
口大省$第一农业大省$重要的经济
大省和新兴的工业大省#去年全省生
产总值达到

!)#

万亿元#居全国第五
位%改革开放

"$

年来#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特别是近年
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社会事
业有了很大改观#目前河南省正在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郭庚茂说# 当前全球金融动荡
对中国以及河南的经济产生了一定
影响# 但不会改变中国及河南经济
发展的基本趋势# 我们对保持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充满信心% 在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复杂
多变的今天# 加强双方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显得更加重要% 河南省与马
尼托巴省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历
史#!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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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庚茂在京会见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省长多尔一行
省政府与马尼托巴省签署加强经济发展合作备忘录

徐光春在曼谷拜会泰国总理颂猜
双方就促进经贸合作$推动旅游文化发展$全球经济形势等广泛交换了意见
颂猜表示要向更多的泰国朋友介绍河南

陈全国在新郑调研时强调

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推动科学发展
抓好麦田管理工作务求壮苗越冬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

月
"

日在台北与

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了四项协议!其中空

运直航"海运直航"邮政合作业务三项协议的

签署!意味着两岸民众渴望并为之努力了三十

年的两岸三通进程大体完成#

本报曼谷专电 !记者万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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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下午#正在泰国访问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光春在曼谷拜会了泰国总理颂猜+
翁沙瓦% 徐光春向颂猜介绍了河南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展示了今日河南欣欣向荣的

景象#并希望两地能够在经贸$旅游等各方面
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颂
猜对徐光春率领的河南省代表团一行来泰国
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和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和钦佩#并表示

很乐意把河南介绍给更多的泰国朋友#使两地
的合作更加深入#使两地的关系更加紧密%

在总理办公处#徐光春与颂猜亲切握手#

互致问候% 徐光春说#感谢颂猜总理阁下在百
忙中会见河南省代表团% 这次到泰国访问#一
是为友好而来% 中泰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中泰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希望此
次来访能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之间尤其是河
南与泰国春武里府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感情%

二是为合作而来% 中泰两国在各个领域都有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希
望此次来访能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尤其是河
南与泰国各界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徐光春向颂猜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河南的
基本省情% 徐光春说#河南是中国第一人口大
省#有近一亿人口%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
祥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河南作为
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有

"$$$

多年#先
后有

*$

多个朝代$

*$$

多位皇帝在这里执政%

河南是中国第一农业大省# 粮食产量占全国
的

!0!$

#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0'

% 河南是中国
重要的经济大省# 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
第五位#去年生产总值突破

!#$$$

亿元#今年
有望达到

!&$$$

亿元% 河南也是中国新兴的
工业大省#工业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工业利润
居全国第四位% 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是河南
人民的辛勤努力#更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徐光春说 #近年来 #河南与泰国之间的
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截至今年上半年#

泰国在河南投资设立的企业累计已达到
!#&

家 #涉及农业 $工业 $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
设#!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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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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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郭庚茂在北京亲切会见了加拿大马

尼托巴省省长盖瑞.多尔一行#并共同签署了$中国河南省与加拿大马尼托

巴省加强经济发展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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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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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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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正在泰国访问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曼谷拜会了泰

国总理颂猜.翁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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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川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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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正在泰国访问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参

加了省商务厅与泰国万浦集团公司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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