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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

2015年 11月，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服务试点顺利通过验收。2016年 1月
12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郑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7年 9月 1日，
河南规划建设 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
着力推进网上丝绸之路建设。

近年来，经开区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信息化平台为载
体，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通关服
务，处理能力实现每秒1000单；航空港实
验区“空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国际陆港

“陆港跨境通”实现跨境电商关检无纸化
一体化作业，为跨境电商企业打造一站式
清关解决方案。

航空港实验区、经开区及部分县（市、
区）、开发区发挥各自产业优势，打造中国
中部电子商务港、郑州邮政圃田跨境电商

产业园等跨境电商特色产业集群。目前，
全市有 7家园区被认定为省级跨境电子
商务示范园区，占全省的 1/3。我市还创
建省级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暨企业孵化平
台 5家，电子商务大讲堂举办站 6个，开
展专题培训22期、培训30000多人次。

建立快捷综合服务体系
据市商务局电商处负责人介绍，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E贸易全球智能物流综合
服务中心已建成投用，实现监管、分拣
和派送集成作业，分拨时效由 48 小时
提高至 24 小时以内；新郑综合保税区
建成保税仓库 14 栋共 27.6 万平方米，
入驻京东全球购、唯品会、菜鸟等 64 家
企业。

依托“单一窗口”和线上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相关部门全面实行关检一次申
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加快推进工商信

息查询、出口退税申报和审核系统数据链
接、货物贸易外汇收支名录信息共享。目
前，建行、中行、工行、平安等金融机构已
围绕跨境电商在我市开展国际金融服务
业务。同时，我市还建设与跨境电商相配
套的智能物流、风险监控和数据分析等辅
助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自动筛选潜在
风险点。商务、统计等部门探讨建立符合
跨境电商特点的统计办法，初步搭建了统
计监测体系。

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增长
按照进出平衡的原则，我市持续推动

加快核心区、先行区出口业务快速提升。
经开区、航空港实验区实现出口业务量持
续爆发式增长。同时，黎明重工、宇通重
工、企鹅粮油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工业
制 造 企 业 跨 境 电 商 业 务 保 持 年 均
20%—30%增长。荣盛耐材、郑州锅炉、

大汇恒兴、国立进出口等企业所经营的耐
火材料、锅炉、箱包、建筑机械等跨境电商
销售额年均增长超过 50%。乐橙信息、
西维科技等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综合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跨境电商+工厂”正在成
为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主要服务模式。

开展多项创新实践
按照郑州跨境电商综试区先行先试

要求，我市围绕行业产业发展，开展监管
制度创新、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等多项创新实践。

在推动监管制度创新方面，我市推动
政务部门建立适应跨境电商发展要求的
监管制度和方法，切实解决市场监管难
题。海关部门积极探索依据企业信用分
级，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和电商企业

“双分级”，实行差别化分类监管，把控信
用风险和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推动贸易便
利化。

在业务流程创新领域，我市率先采
用交易信息、支付信息、物流信息“三单
比对”方式，推动通关作业无纸化。“简
化申报、清单核放”、抽查制度“ 双随
机”、“7×24”小时无休作业、通关“三个
一”等多项改革措施，使跨境商品通关
更加高效便捷，98%以上的单证实现自
动审核，确保 24 小时内完成通关作业
并放行。

此外，我市还创新跨境零售商品展示
展销政策，支持在流程可追溯、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开展“一馆多模式”“一馆多业
态”的跨境电商O2O新零售商业模式，允
许保税状态商品担保出区，通过“秒通关
和前店后仓”，实现跨境商品“现场下单、
现场提货”。

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格局
中，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伟大征程中，
郑州跨境电商业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踏着第三届
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即将开幕的强劲鼓点，
郑州“网上丝路”必将越来越便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任命李陆玲（女）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副巡视员；
任命孔令臣为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副巡视员。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任命郑金广为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巡视员；
任命刘琦为河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免
去其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巡视员职务；

任命何天杰为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任命张华为河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任命唐兴丽（女）为河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河南省教育厅
任命陈垠亭为河南省教育厅

副厅长；
任命李金川为河南省教育厅

总督学（参照部门副职管理使用，
试用期一年），免去其河南省教育
厅副巡视员职务；

任命吕冰、朱自锋为河南省教
育厅副巡视员；

免去张涛的河南省教育厅副
巡视员职务。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免去王占波的河南省科学技

术厅副巡视员职务。

河南省民政厅
任命安保新为河南省民政厅

巡视员；
任命尚英照为河南省民政厅

副厅长；
免去田开胜的河南省民政厅

副厅长职务。

河南省司法厅
任命梁增杰为河南省司法厅

高级法律专务（参照部门副职管理
使用，试用期一年）。

河南省财政厅
任命马剑平为河南省财政厅

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郑新建为河南省财政厅

副巡视员；
任命杨文献为河南省财政厅

副巡视员。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任命杜中强为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副厅长；
任命杜清华为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副厅长，免去其河南省林业局
副局长职务；

免去杨士海的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副厅长职务。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任命宋华东为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河
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巡视员职务；

任命武景顺为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副巡视员；

任命吕小武为河南省收费还
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副主任。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任命杨海蛟为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职务。

河南省商务厅
任命姜凌（女）为河南省商务

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河
南省商务厅副巡视员职务；

任命王军为河南省商务厅副
厅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费全发为河南省商务厅
副巡视员；

任命王峰为河南省商务厅副
巡视员。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任命王成增为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免
去其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巡
视员职务；

任命郝宝林为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职务；

任命周勇为河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免去其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副巡视员职务；

任命郭万申为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顾建钦为河南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

免去顾建钦的河南省人民医

院院长职务；

任命邵凤民为河南省人民医
院院长。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任命何景利为河南省应急管

理厅副巡视员；
任命金维先（女）为河南省应

急管理厅副巡视员。

河南省审计厅
任命苏意环（女）为河南省审

计厅副巡视员。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任命刘孟连为河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任命王建防为河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总监（参照部门
副职管理使用，试用期一年），免去
其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巡视
员职务；

任命李凯军为河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总检验师（参照部门副职
管理使用，试用期一年）；

任命李国辉为河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药品安全总监（参照部门
副职管理使用，试用期一年）。

河南省体育局
任命彭亚方（女）为河南省体

育局巡视员。

河南省统计局
任命季红梅（女）为河南省统

计局总经济师（参照部门副职管理
使用，试用期一年）；

任命孙斌育为河南省统计局
副巡视员。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任命李国范为河南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职务。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任命鞠亚为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河南省金融服务办公
室）副巡视员。

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任命朱良才为河南省人民政

府研究室主任；
任命范磊为河南省人民政府

研究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李煊为河南省人民政府

研究室副巡视员。

河南省信访局
任命王晓红（女）为河南省信

访局副巡视员。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任命于伟为河南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副巡视员；
任命张良为河南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副巡视员。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
任命祝英普为河南省有色金

属地质矿产局副局长（试用期一
年），免去其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
矿产局副巡视员职务。

河南广播电视台
任命王仁海为河南广播电视

台台长。

河南省接待办公室
任命杨洁（女）为河南省接待

办公室副巡视员。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任命王敏（女）为河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河南省招标局）副
主任（副局长）；

免去杜中强的河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河南省招标局）副主
任（副局长）职务。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任命王勇为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理事长；
免去王哲的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理事长职务。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任命刘银志为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南广电传媒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王仁海兼任河南广电传媒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任命郭东星为河南广电传媒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任命郝惊涛为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长。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任命赵继红（女）为河南广播

电视大学校长。

许昌学院
任命岳修峰为许昌学院院长；
免去赵继红（女）的许昌学院

院长职务。

河南工学院
任 命 陈 丙 义 为 河南工学院

院长。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免去陈丙义的河南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职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政
府获悉，近日，省政府发布一批人事任免通知，涉及省政
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
企业和高校。

省政府任免一批干部
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等职务

牢记殷殷嘱托 书写靓丽答卷

郑州跨境电商“买全球卖全球”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文 丁友明 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
文静 文/图）“雅言传承文明，经典
浸润人生。”昨日，2018中华经典
诵读进校园总决赛暨 2019 新赛
季启动仪式在郑东新区龙翼初级
中学举行。

中华经典诵读进校园大赛
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播音主
持实践锻炼基地、中国电视艺术
交流协会联合发起，中共郑州市

委宣传部、郑州市财政局和郑州
市教育局联合主办，郑州电视台
承办的大型少儿诵读类比赛。

2018赛季自活动启动以来，
吸引了大批热爱祖国传统文化、
喜爱经典诵读的中小学生们的积
极参与，经过长达 10个月的激烈
角逐，数千名少年儿童历经层层
海选和复赛，最终 15组选手进入
总决赛环节。

为进一步推广中华传统文
化，展示祖国语言魅力，本次大赛
特邀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海霞
等重量级嘉宾亲临现场，为选手
进行专业的点评与指导。决赛现
场，选手们在舞台上各显其能，充
分展示了经典诵读的魅力，展示
了郑州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
能力，经过两轮激烈比拼，最终评
选出2018年的年度冠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
敏）记者昨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坚
决斩断伸向惠民惠农尤其是扶贫资
金的“黑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
感。省财政厅联合省民政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决
定自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专项治理。

“一卡通”是指财政补贴资金通

过直接汇入受益群众专门开设的银
行卡、存折的发放方式。据了解，本
次专项治理的范围主要为 2017—
2018年中央、省、市、县各类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情况
及资金管理使用发放情况，重大事
项可以追溯至以前年度。

专项治理内容主要为：政策落
实、资金管理不到位问题，摸清中
央、省、市、县四级通过“一卡通”管

理发放的各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有多少项，归哪些部门管，按
什么标准分配，发了多少，发给谁；

“一卡通”办理、发放和使用不规范
问题，摸清各部门都办理了多少种
卡，涉及多少家银行机构，如何委
托代理银行，各受托银行机构如何
开展服务，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哪家
银行、哪些服务；违法违规问题，摸
清“一卡通”卡在哪里，谁在用卡，
钱去哪了。

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采取县
级自查和省市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省财政厅联合省直相关部门，
将重点选取贫困县和问题“零报送”
的县（市、区）开展省级抽查。

方便旅客踏青赏花游

郑州铁路本月加开
周末临客列车16对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闫波 董
波涛）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旅客踏青旅行乘车体验，本月周末期间，
郑州局将加开“踏青赏花”号临客列车16对，其中高铁
10对，城际、普速6对。

具体为:5月 10日—12日、5月 17日—19日、5月
24 日—26 日、5 月 31 日，加开周末线三门峡南—郑
州东 G9872/3 次、G9874/5 次、三门峡南—郑州东
G9876 次、郑州东—三门峡南 G9199/200 次、郑州
东—洛阳龙门 G9203/4 次、郑州东—安阳东 G9196/
5 次、郑州东—商丘 G9192 次、商丘—武汉 G4535/6
次、商丘—洛阳龙门 G9193 次、洛阳龙门—郑州东
G9194 次、郑州东—安阳东 G9880/79 次、郑州东—
信阳东 G4533/4 次。其中，商丘至武汉 G4535 次列
车，途经开封、郑州、许昌等省内诸多旅游城市，抵
达武汉全程不到 4个小时，“朝发午至”为旅客提供便
利快捷出游方式。

加开普速、城际列车6对，全面覆盖豫中、豫西热门旅
游城市。在5月11日—12日、5月18日—19日、5月25日—
26日、6月1日—6月2日，加开周末线洛阳—商丘K5370/
69次、洛阳—郑州K5360/59次、郑州—洛阳K5395/6次、
灵宝—郑州—洛阳K5358/7次、新乡—商丘K5347/50次；
在5月17日—19日、5月24日—26日、5月 31日—6月
2日，加开城际列车周末线焦作—郑州C2995/6次，方
便旅客前往云台山、青天河等景区游玩。

原图定周末线郑州东—洛阳龙门G6695次、洛阳
龙门—商丘G6696/7次、洛阳龙门—郑州东G6698/9
次、洛阳龙门—郑州东 G6700次，由单组列车周末开
行调整为 5 月 10 日—12 日、5 月 17 日—19 日、5 月
24日—26日、5月 31日每日重联开行，为旅客出行日
期安排提供更多选择。

第七届全国品牌故事
大赛（郑州赛区）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聂春洁）昨日，第七届全
国品牌故事大赛（郑州赛区）启动仪式暨历届获奖选手
经验交流会在郑州举行。本届大赛活动主题为“品牌升
级 世界共享”，旨在宣传推介我省工业精品，加快我省
自主品牌建设，推动以品牌引领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品牌故事大赛自 2013 年起启动，每年举办
一届，今年已经是第七届。本届大赛由河南省卓越
质量品牌研究院、河南省品牌促进会、全国品牌故
事大赛郑州赛区组委会联合主办，报名时间为 5月 5
日至 7 月 15 日，比赛内容包括品牌故事演讲、品牌
故事征文和品牌故事微电影。凡在品牌建设活动中
有独到见解和取得突出成绩的、依法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均可报
名参加。

根据活动安排，初赛计划于 8月上旬举行，8月中
旬举行复赛和决赛。届时承办方将组织知名品牌专家
和质量专家、演讲家、剧作家、新闻媒体、企业家等担任
评委和颁奖嘉宾。其中品牌故事演讲设置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组织奖等，征文、微电影取10名优秀作品，分
别颁发证书和奖杯。获得比赛前两名的选手和前十名
的征文、微电影优秀作品将代表郑州赛区参加全国品
牌故事大赛。

全省开展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

中华经典诵读进校园总决赛开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
红）2019 年高招悄然临近，5 月 8
日，省招办发布通知，全省启动
2019 年农村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审
核，国家专项、高校专项以及地方专
项三类专项招生计划只招农村娃。

通知规定，国家专项计划的实
施区域为国家划定的38个贫困县，
包括 26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
1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国
家专项计划招生学校为中央部门高
校和各省（区、市）所属重点高校。
报考国家专项计划的学生须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

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
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本
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 3年学
籍并实际就读；已参加2019年统一
高考报名且通过报名资格审核。

高校专项计划 53 个实施区域
是在国家专项计划确认的38个贫困
县的基础上，增加15个省定扶贫开
发重点县。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学校
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
试点高校。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
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
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本人具

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 3年学籍并
实际就读；已参加2019年统一高考
报名且通过报名资格审核。

为确保教育公平，农村专项计
划考生资格审查实行责任层层落
实。凡弄虚作假、骗取照顾资格的
考生，一经查实，按照教育部规定，
应当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
弊，取消专项计划报名和录取资格，
同时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
录取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
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 1—3年的
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负有领导责
任的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农村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开始审核

空港跨境保税店内商品琳琅满目

2014年 5月 1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郑州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时，鼓励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
务试点项目朝着“买全球、卖全球”
目标迈进。

5年来，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
郑州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为抓手，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创造
跨境电商“郑州模式”，打造“网上丝
绸之路”，跨境电子商务业务量一直
位于全国前列。

来自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全市跨境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 8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1%，其中出口50.6亿美元，进
口35.8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全市
跨境电商交易额达27.37亿美元，
同比增长16.13%，其中出口16.23
亿美元，进口11.14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