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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市场主体破 2 万,注册资本破千亿

“五区”联动！自贸区洛阳片区紧抓国家战略叠加机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通讯员 汪冰冰
本报讯 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
扩 大 双 向 开 放 …… 今 日 ，大 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中国（河
南）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洛 阳 片 区
（以下简称洛阳片区）了解到，截
至目前，入驻市场主体突破 2 万
家，注册资本超过 1000 亿元。
2017 年 4 月 1 日，洛阳片区
挂牌成立，规划面积 26.66 平方
公里，涵盖洛阳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18.88 平方公里、涧西
区 7.78 平方公里，位于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区，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自贸、自创与高
新“三区叠加”区域之一，挂牌三
年多以来，洛阳片区践行习总书
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
重要指示，走出自贸、自创、高新
“三区”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持续
放大政策叠加效应。
2019 年以来，洛阳片区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
为基本要求，叠加区域性禀赋优
势，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全力推动改
革、开放、创新发展步伐，持续释
放高质量发展活力。 目前，自
贸区洛阳片区累计新入驻企业
8530 家，是挂牌前存量企业的
1.9 倍；其中 2019 年新设立企业
2794 家 ，较 挂 牌 前 增 长
286.98%；实际利用外资 4.67 亿

美元，较挂牌前增长 19.74%；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34.09 亿元，
较挂牌前增长 163.24%。
在“放管服”方面，洛阳片区
在全国率先实践“一枚印章管审
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专网
搞服务”的“三个一放管服”改革
的新模式，在全省率先实现“网
上可办”和“一网通办”100%达
标。在对外开放方面，洛阳片区
积极“建平台”，积极“走出去”，
大胆“引进来”，推进洛阳—布哈
拉农业综合示范区建设，大胆引
进美国传奇影业，成为亚太地区
唯一通过好莱坞标准认证的中
国文创企业；引进珠海银隆投资
150 亿元的洛阳新能源产业园、
格力电器投资 150 亿元的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万邦集团投资 40
亿元的农产品国际进出口贸易
中心、乾发供应链管理公司投资
3.8 亿元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等重大产业项目……与此同
时，洛阳片区获评国家首批“创
新创业特色载体”，获得中央扶
持资金 5000 万元；加快金融开
放创新，累计入驻 62 家金融及类
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政银企
研所”多方协同、
“ 信贷保产转”
多元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6 月，
国务院分别批复同意在洛阳市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洛阳综合保税区。

桃子丰收了，
贫困户一年增收600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通讯员 葛高远 李德伟 文图
本报讯 仓库里鲜桃如山，运
桃子的汽车一辆又一辆出发。桃
园里红果满枝，采摘游客们络绎不
绝。6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洛阳市伊
川县高山镇坡头村的一个合作社，
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摘鲜桃，装车外
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趁着
端午小长假来桃园里采摘的游客
不断增多，让这个小乡镇热闹了起
来。
据 40 多岁的坡头村党支部书
记段朝卫介绍，为带动群众脱贫致
富，2012 年，他和几个村民流转本
村 1000 多亩土地，成立了合作社，
用于毛桃和油桃种植。如今，桃园
发展势态良好，合作社的成立不但
解决了 10 余个群众在家门口长期
就业，桃子成熟季，最多时雇用短
工 200 多人。同时，合作社还带动
坡头村和附近的草场村、王忠洼村
70 户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 6000 多
元，
实现顺利脱贫。
游客采摘桃子

交通银行洛阳西工支行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专题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娄元军

进一步战略
作为洛阳对外开放的龙头，自贸区洛阳片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接下来洛阳片区将抓住国家战略叠加机遇，释放重大
开放平台建设红利，
提升重大战略平台对外贸外资高质量
发展的支撑作用；
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试点、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业务
创新，推动自贸区、自创区、高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国
家战略与洛阳综保区实现“五区联动”，实现要素整合、资
源共享、效应协同；
加大工作力度，争取更多国家和省直部门改革试点、
审批权限在自贸区范围内实施和下放，
真正发挥自贸区的
“试验田”作用。

工银全球配置独揽
中欧创业板
“十年持续回报 QDII 明星基金”两年定开基金获批发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娄元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娄元军

6 月 29 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评选
结果出炉，工银瑞信旗下 3 只基金斩
获“明星基金奖”。凭借超强的海外主
动投研实力、领先的长期回报，工银瑞
信旗下 QDII 基金闪耀明星榜，工银瑞
信全球配置股票成为全市场唯一一只
获得“十年持续回报 QDII 明星基金”
的产品，而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也
是全市场仅有 2 只获得“五年持续回
报权益类 QDII 明星基金”的产品之
一，这两只基金已连续五年荣登明星
基金榜。

据悉，中欧创业板两年定开混合
型基金于 6 月 22 日获批，并将于近日
公开发行。作为业内首批获批的 4
只创新产品之一，中欧创业板两年定
开基金是为创业板注册制量身定制
的战略配售基金，可以主动选股，可
以打新，可以战略配售，将成为普通
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改革的利器。
据了解，中欧基金近年来致力于
打造多策略投资精品店，聚焦主动管
理这一核心竞争力，注重基本面研
究，坚守长期价值投资，并取得了长
期稳健的业绩回报。

近年来，老百姓“钱袋子”被戳破的事情屡
屡出现，为贯彻落实银保监分局及人民银行的
文件要求，更好地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提升
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以及保护广大
市民切身利益，交通银行洛阳西工支行前往洛
阳市西工区东下池居委会，为居民开展普及金
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
活动。
宣传期间，交通银行洛阳西工支行通过宣
传打击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法规，促使广大市民
意识到组织或者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严重后
果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的风险
防范意识。
此次活动宣传重点重在社区居民尤其是
老龄居民，交通银行洛阳西工支行通过通俗易
懂的语言告诉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防
范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谨防上当受骗，远离非

法集资陷阱。支行工作人员还围绕
银行卡防网络诈骗、非法集资、个人
消费贷款办理相关知识等内容进行
现场答疑，普及常见的金融产品和
金融服务知识；同时，向现场群众发
放了金融知识宣传手册，鼓励居民
理性消费和科学理财。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的大力开
展，提高了广大市民对当前非法集
资危害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群众
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活动的能
力。同时，借助此次活动契机，便
于梳理总结经验，强化日常宣传，
稳定推进守住“钱袋子”教育活动，
助力金融秩序稳定，践行银行的社
会责任感。

转转、e 代驾联合报告：

超四成代驾司机正在或打算用二手手机接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娄元军
6 月 29 日，转转联合 e 代驾发布《代驾司
机用机、换机需求报告》
（以下简称转转、e 代
驾联合报告），通过对近 1500 名代驾司机的调
研，深入了解代驾司机群体的手机使用习惯和
换机需求、偏好等。
转转、e 代驾联合报告显示，因生活和工
作对手机高度依赖，有近六成的代驾司机拥有
两部以上手机，是典型的双机人群，其中两成
已在使用二手手机。在换机需求上，代驾司机
的 换 机 频 率 集 中 在 1-3 年 ，且 更 愿 意 选 择
1000 至 3000 元价位的手机，华为成为最受青
睐的手机品牌。此外，还有超过两成的代驾司
机正打算换购更具性价比的二手手机；而在购

买二手手机时，超过 4 成会选择转转
这样的二手交易平台；他们普遍关
注手机的功能和品质，最看重平台
提供的验机和质保服务。
极光大数据发布的报告提到，
依托于成熟的质检体系，转转已位
居二手手机行业第一位置。战略合
并找靓机后，转转集团在二手手机
线上用户交易、线上回收以及 B2C
领域，均占据市场绝对领先位置，已
成为大家买卖手机的最主要渠
道。
（冷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