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总数位居全国第四；已开通

客运航线187条、全货运航线34条，覆盖了

全球主要经济体。

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如果将国际

陆港、航空港比作郑州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的

“鸟之两翼”，那么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则是强

有力的支点。

3月17日，在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的新加

坡普洛斯物流园内，各式货柜车、集装箱运

输车排起了长龙。从下午到次日清晨是这

里最繁忙的时段，数百万航空快件、公路快

件陆续分拨出区送至全国各地。“顺丰平均

日处理快件50万单，整个物流园日处理300

万单，一天有2000辆车进出。”顺丰速运河

南公共事务部负责人王红梅介绍。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是全省唯一一个以

现代物流为主导产业的省级产业集聚区。

在其5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运营企业总数已

达416家，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四

通一达”等行业领军企业。

“去年园区现代物流业完成收入135亿

元，京东、康信医药、顺丰、德邦、中海油5个

总部经济项目签约落户。”郑州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党委书记李雪

生说，今年还将促使11个项目的区域性总

部、分拨、分销、结算中心落地，推动园区形

成以总部经济为主要标志、在全国有重要影

响的智慧物流新城。

发展现代物流业，郑州已不再只赚仓储

和运费，而是着力发展总部经济，打造集仓

储、运输、配送、流通加工、信息服务于一体

的完整物流产业链条，加速商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资源融合共享，不断向价值链高

端延伸。

通向国际的空中走廊和亚欧陆路走廊，

依托跨境电商开启的国际贸易网上通道

……正在展现出郑州“买全球、卖全球”的光

明前景。

提升“含金量”
区域金融中心加速崛起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在郑州现代

服务业中，金融业发展“风头”日盛。

3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郑东新区

CBD的蓝码大厦，这里入驻着民生银行、汇

丰银行、新华保险等20多家企业，70%的企

业都是上市公司，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融

楼”。“这个大厦去年创造税收高达6.84亿

元！”蓝码物业公司总经理助理邓明建难掩

兴奋之情。

在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内，环

绕着像蓝码大厦一样的金融保险特色楼宇

17栋，每栋楼宇的年税收都在亿元以上，有

的甚至高达10亿元，远远超过许多县域全年

的税收总额。

随着浙商银行在郑东新区的正式开业，

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郑州聚齐。

郑州市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副处长刘一江说：

“郑州是全国第5个聚齐3家政策性银行、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的省会城

市，各类金融机构有338家。”

如今，在郑东新区的楼宇中，入驻的各

类金融机构达288家，除银行、证券、期货、保

险等传统金融业态外，供应链金融、互联网

金融及其他金融中介服务等多元业态也在

不断聚集。

站在280米高的地标建筑千玺广场眺

望，一条“水如意”一路向北，贯通两个金融

高地——郑东新区CBD和龙湖金融岛。郑

州，正在这里筹划一盘“大棋”。

作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的重点区域，

占地约1.1平方公里的龙湖金融岛建设如火

如荼。在规划建设的36栋金融楼宇中，外环

16栋，内环20栋，已有工商银行、浙商银行、

渤海银行、河南银监局等23个金融项目确定

或意向入驻。

“两圆一带一方块一半岛”，这是郑东新

区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其中“两圆

一带”即已经建成的CBD、正在建设的龙湖

金融岛以及连接CBD和龙湖金融岛之间的

运河两侧建筑群；“一方块”即金融后台服务

园区，“一半岛”即金融创新区，重点发展金

融服务外包、金融电子商务产业，形成创新

金融生态圈，全力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区域金

融创新中心。

以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为载

体，推进金融业机构集聚和服务创新，郑州

在建设国家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的道路上

铿锵前行。

培育增长点
新业态集聚发展新动能

沉舟侧畔，千帆竞发。在郑州，一批服

务业新业态如雨后春笋拔节成长，有的已经

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3月16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郑州高新

区的国家863中部软件园，河南约克动漫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宋思源正与几十位

企业员工在一起开展“头脑风暴”，为首部中

国和巴西合作制作的动画片起中文名字。

这家由6位加拿大“海归”创办的企业，

凭借动漫制作及衍生品开发，在国际市场频

频赢得喝彩。目前，法国、意大利、韩国、巴

西的客户纷纷寻求与其合作。

在郑州东南，伴随着汽车制造业的集聚

发展，一个占地2719亩的郑州国际汽车公

园也在乘势而起。3月8日，长达2.52公里

的中部唯一、全国第九条国际标准三级赛道

正式开工。郑州国际汽车公园总经理郑邯

鹏说，这不仅是一条简单的赛道，以此为核

心，配套建设有全地形越野试车场、房车露

营基地和汽车文化主题公园、全球汽车品牌

展示中心等设施，将有力推动赛车运动文化

与汽车产业一体发展。

3月17日，“2017全国绿色建材家居博

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落幕。像这样的

展会，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已排至年底。

去年，郑州举办经贸类展会数量与深圳

并列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

州，成功揽获中国会展最具办展幸福感城

市、中国优秀会展城市、中国会展名城、中国

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四项荣誉。郑州会展

业在全国声名鹊起。

令人期待的还有很多。郑州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提出围绕国家中心城市这一目标，

着力建设“一枢纽一门户一基地四中心”，其

中“四中心”即国际物流中心、国家区域性现

代金融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创

业中心、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这为

郑州发展现代服务业明确了方向和定位。

国家战略的叠加、区位优势的凸显、生产

要素的聚集，无不在推动着郑州现代物流、金

融产业蓬勃发展，加速新兴业态快速崛起。

最是一年春好处。沐浴着和煦春风，现

代服务业正引领郑州经济驶向更为广阔、更

加美好的未来。

“贴一些钱，我也要把路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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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潢川党员刘荣现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陈洪业）近年来, 临颍县大郭镇围

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

“135”工程（每村引进1家500亩以

上的农业公司，培育3个300亩以

上的家庭农场，5个100亩以上的种

植大户），构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实现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

据悉，大郭镇通过招商引资，

主动寻求合作，借外力提升农业产

业化水平，先后引进北京源谷庄园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恒大绿化公司

等5家外地农业公司。在此基础

上，该镇出台财政、税收、金融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当地龙头企业

发展壮大。通过村党支部书记领

办、引导农民自办、与农民联办、支

持能人创办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

新型专业合作社，增强辐射带动能

力。

目前，该镇在工商部门登记注

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96家，注

册资金达 9800 万元，入社农户

1920户，辐射带动农户5690户，占

全镇农户总数的52%。

临颍县大郭镇

“外引内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月13日，在项城市南顿镇何勤花卉种植合作社内，社员在修整非洲

菊。该合作社流转土地20余亩，种植玫瑰、非洲菊、向日葵等特色花卉，产

品热销河南、山东、河北等多个省市，年销售额达50多万元。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洁石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本周我省阴雨天

气来袭，气温下降明显。省农业气象专家提

醒农民朋友，要及时做好蔬菜、水果等的防

冻措施。

据预报，21日夜里到22日白天，全省多

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转小雨，其中淮河以南

局部有中雨。22日夜里，我省东部、南部小

雨逐渐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大棚蔬菜管理要

加强，遇有夜间降温天气，把草苫子等覆盖

物盖严、压好，同时堵塞各处的缝隙，尽量减

少缝隙散热。降温幅度过大时，要适当增加

覆盖物。在不影响大棚内作物对温度要求

的情况下，白天应尽量揭开草苫，使作物透

光，应根据天气变化随揭随盖。遇到大风天

气时，要及时做好大棚的加固工作。

专家提醒农户
加强大棚蔬菜防冻

本周阴雨天气光顾我省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晏乾坤黄

长青）“非常感谢我们村党员刘荣现贴钱为我

们修通了水泥路，他真是为我们村民办了一

件天大的好事！”潢川县伞陂镇贺堰村党员刘

荣现贴钱三四万元，为该村修建一条长1400

多米、宽3.5米的水泥路，在当地传为美谈。3

月15日，记者闻讯后，来到了贺堰村，大家都

对老党员刘荣现的义举竖起了大拇指。

这条新修建的水泥路段从贺堰小学门

口至苏楼楼组铁路桥涵洞之间，连接着刘围

孜、夏围孜、新庄等9个自然村，不仅仅是

1000多村民发家致富的路，更是许许多多学

子求学的路。

“过去，这条道路虚土覆面，坑坑洼洼，

村民出行很不方便。特别是一下雨，整条路

泥浆翻滚,周边的孩子们都是蹚着泥水去上

学，村民和学生叫苦不迭。”村支书唐孝成介

绍说，经过村“两委”多年来积极争取，2016

年争取到一个国家项目资金21万元，但高昂

的道路修建配套资金又成为一块“绊脚石”，

村“两委”积极发动群众筹措资金，最终筹措

了不到10万元。

2016年6月，村里开始多方联系施工单

位，想要尽快把路修起来，多家施工单位负

责人来到现场后说：“现在钢筋、水泥、沙子

价格都上涨得厉害，按照现行市场造价，

1400多米的农村公路在40万元左右，赔钱

的买卖没法干！”

两三个月过去了，眼看项目就要“流

产”，在县城租住的该村老党员刘荣现闻讯

赶回老家,对村干部说：“别人不修我来修，

这是造福乡亲们的好事，贴一些钱，我也要

把路修起来！”

回到家后，刘荣现和家人商量，遭到家

人的坚决反对。刘荣现说：“我知道生活不

容易，挣钱也不容易，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只要有一点能力，就要踏踏实实为乡亲们干

点实事。”见刘荣现态度坚决，全家最后不得

不同意。

去年10月,挖掘机、拉土车、压路机就开

进了贺堰村。为保证公路质量,施工时刘荣

现天天盯在现场,并不时同施工方交流。他

的善举感动了当地村民，大家纷纷予以支持，

不到一个月路就修好了，顺利通过了验收。

提及此事，刘荣现淡淡一笑地说：“谢谢

大家的好意，其实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不

值得一提。看到大家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我

打心眼里高兴！”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3月16

日，新乡市行政办公大楼南广场十

分热闹，3000余名包括学生、老师、

工人、农民在内的演员载歌载舞，

“畅想牧野·文明新乡”中国·新乡

2017文化艺术年活动在这里拉开序

幕。

据了解，今年新乡市文化艺术

年期间，共安排128项3000多场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国家

级的第二届中国南太行国际武术文

化旅游节、“感悟新乡”全国杂文作

家采风活动，省级的河南首届志愿

服务文化节、“梨园春走进豫剧之乡

——封丘”活动以及市级的“郑新融

合”郑州新乡书法名家精品展、“唱

响新乡”万人高歌总动员活动等，进

一步繁荣当地文化事业、打造文化

高地、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近年来，新乡市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广泛开展了

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心打造了

一批精品力作，文化成果更好地惠

及了人民群众，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充分肯定。今年，该市将深挖新乡

地域特色文化，打造新乡文化高地，

提升城乡文化品位，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

新乡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林大爻）他，来自省城，却扎根农村，

和穷哥们结成了“铁哥们”；他，面对

巨额现金，毫不心动，毅然把拾来的

29万元交到派出所；他，为了制止行

窃，迎着歹徒寒光闪闪的匕首，献出

了年仅20岁的生命；他，敢拼敢闯，

在固始最偏远的地方，打造出一个

“特区”；她，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护理

岗位上，被评为河南省的“南丁格

尔”……

3月16日下午，第三届感动固

始获奖人员颁奖典礼在县委礼堂隆

重召开，10名“感动固始年度人物”、

1个“感动固始年度人物”集体奖获

得者、10名“感动固始年度人物”提

名奖获得者在会上受到了隆重表

彰。

“感动，实在是太感人了！我几

乎流着眼泪看完现场直播的。”在华

联超市大屏幕前，一名年轻人说。

颁奖典礼上有个场景把气氛推

向了高潮：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为

英雄汪旺的父亲献上了鲜花。他叫

胡鹏飞，今年2月13日，他因主动扶

起一名骑三轮车摔倒的妇女而“摊上

事”，幸好摄像头为他“平了冤”。为

此，他还上了央视，成为固始家喻户

晓的人物。可惜的是，他没能赶上评

选。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在固始

人民心中的高大形象。所以，当组委

会安排他给英雄的父亲献花时，会场

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据悉，“感动固始”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是固始县宣传固始人精神的

重要文化品牌，从2014年至今已成

功举办三届，迄今已有60个人物和

1个集体获此殊荣。

为了从源头上

杜绝劣质化肥、种

子进入农村市场，

连日来，安阳市殷

都工商分局组织人

员对辖区所有农资

市场进行拉网式检

查，确保农民春耕

生 产 利 益 不 受 损

害，深受农民朋友

的欢迎。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毕兴世

王银岭摄

隆重表彰
第三届“感动固始年度人物”

“文化艺术年”
将安排3000多场活动

新乡市

安阳
红盾护农
助春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自行 李新华）“在家门口打工，不耽

误种地，还能照顾妻子。”3月16日，

在郏县薛店镇临河村，村民李大伟

深有感触地说。

李大伟因妻子常年有病不能外

出，近年来一直在该村的国豪钢磨板

施工队打工，年收入在3.5万元以上。

随同采访的村支书赵自强说：

村里现有倒根脚、钢模板建筑队18

家，从业人员350多人，年人均收入

3.3万元左右，仅此一项全村年收入

超千万元。去年以来，不少在外打

工人员纷纷回村在家门口就业。

临河村紧靠汝河北岸，全村

1800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村上

就有10家倒根脚施工队，到了90年

代初，因受外出打工潮的影响，施工

队相继解散。近年来，由于在外打

工不景气，不少人在家没事干，村党

支部、村委会抓住这一契机，因势利

导，有序组织能人重建倒根脚、钢模

板施工队，建筑过程中出现问题村

委会出面解决。由于措施得力，施

工队很快由5年前的8家发展到现

在的18家，从业人员由原来的150

人发展到现在的350多人，为在家的

闲散劳力搭建了就业平台。

郏县临河村

300多名农民家门口挣大钱

◀上接第一版

多招并进夯实基础

在推进乡村旅游过程中，该镇还下大力

气改善旅游发展外部环境，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将全镇零散分布的57家石料场整合为

东山、西山两家公司，先后投资8000余万元

用于粉尘治理、尾矿区生态恢复和造林绿

化，并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对环境违规

企业进行集中治理，昼夜巡查，先后关停污

染企业80余家，全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路网和公益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了可进入性，修建了多个停车

场，开展了多次主要道路两侧环境整治活

动，增设了50余块旅游交通标志牌，协调开

通了常村镇到新乡市汽车总站的公交专线，

为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编制完成《常村镇旅游总体规划》，

整体形成以交通主干线为轴，以灌溉调蓄工

程东、西库区为两带，划分乡村休闲娱乐区、

乡村观光体验区、乡村度假休养区、乡村环

境抚育区四个片区的大格局，成为全省首个

完成乡村旅游业镇域整体规划的乡镇。

同时，积极开发本土传统手工老粗布、陶

瓷烧制等民间工艺，催生一批特色旅游附属

产品，带动形成一条完善的旅游产业链条，延

伸农业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打造山

水常村、生态常村、文化常村、宜业常村。

2013年7月，五龙山响水河水上乐园正

式亮相；2013年12月，五龙山滑雪场开门迎

客；2014年10月，侯德昌文化艺术苑名家齐

聚；2015年2月，五龙山主题乐园建成运营；

2015年10月，改造升级后的五龙山野生动

物王国惊艳登场；2017年1月，凤凰山国际

滑雪场开始接待游客……在该镇历届党委、

政府的主导推动下，一个个快速推进的旅游

项目，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常村

大地，引领产业全面转型升级，逐步成为常

村镇发展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投资回报高、

生机活力强的朝阳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支招助力全域旅游

“多亏了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多方协调，否则我们的滑雪场就不能如期开

业了！”常北村党支部书记、凤凰山国际滑雪

场董事长郑四辈感触地说，“滑雪场预计今

年春节前夕正式营业，眼看开业在即，却出

现了种种意外。为此，镇党委、镇政府多次

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处理好土地手续、总

体规划等，确保了滑雪场正常开业。他们的

贴心，就是我们的安心啊！”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加之国家

政策的支持，乡村旅游业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特别是辉县市入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常村镇乡村旅游建设作为辉县市全域旅

游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和南太行山水

游、拓展游形成产业对接、互为补充。该镇

党委、镇政府的发展思路更加明晰：以全域

旅游理念打造提升旅游业，做好全产业融

合、全方位保障、全民参与、全体受益。环境

围绕旅游“优”，护好美丽生态、建好美丽城

乡、创好美丽风景；产业围绕旅游“+”，抓好

旅游与农业、文化、体育、扶贫等的融合；机

制围绕旅游“建”，抓好资金、要素保障；惠民

围绕旅游“促”，让旅游业发展惠民共享、富

民共赢。

目标已定，思路已明，重在落实。“我们将

接好‘接力棒’，跑出加速度，继续发挥好政府

主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

方面的作用，充分挖掘特色旅游资源优势，延

长产业链条，进一步健全宾馆、美食街区、特

色农产品展销区等配套设施，大力招商引资，

加快推动规划实施，尽快走出一条具有常村

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建设路子，早日把常村

建设成为创业沃土、休闲胜地、人文家园、幸

福乡村。”常村镇党委书记张斌表示。

政府搭台，誓把一张蓝图绘到底

郑州：现代服务业迎来发展“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