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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柳影）昨日，省商务厅
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省商务运行情况分
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商务运行保持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跨境电商较快增长，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吸收外资、引进省外资
金稳步增长。

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22.3%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 2103.3 亿元。其

中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不断增强，上半年，
全 省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761.5 亿 元 ，增 长
15.6%、增速最快，占比 36.2%、较去年同期
提高5.2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市场看，上半年，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93.1亿元，增长7.4%，
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8.5 个百分点。由于手
机出口增长，带动对英国进出口 55.9亿元、
增长 45.8%，对加拿大进出口 45.5 亿元、增
长43.9%，对卢森堡进出口从无到有大幅增

长到17.3亿元。
从出口商品看，家具出口 19.9亿元、增

长 65.6%；宇通公司、奇瑞公司等出口汽车
23.5 亿元、增长 33.2%；陶瓷产品出口 12.3
亿元、增长29.2%；发制品出口58.1亿元、增
长 20.3%；服装出口 35.0亿元、增长 13.5%；
农产品出口89.6亿元，增长6.9%。

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含快递
包裹）796.8 亿元，增长 22.3%。其中出口
581.0亿元，增长21.9%；进口215.8亿元，增
长23.2%。快递包裹出口4239.4万件，货值
92.6 亿元，增长 5.4%。郑州海关共监管跨
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清单 5405.8 万票，增长
18.9%；货值 70.0亿元，增长 16.2%。其中，
出口清单 1433.4万票，货值 13.0亿元；进口
清单3972.4万票，货值57.0亿元。

全省新设外资企业100家
上半年，全省新设外资企业100家。实

际吸收外资97.1亿美元，增长3.5%，占省目
标52.7%。

其中，全省新设投资总额 1000 万美
元以上外资企业 34 家，总投资额 21.7 亿
美元。新增世界 500 强企业特斯拉 1 家、
总数达到 130 家，恒大集团在航空港区
投资 4.5 亿美元设立宇河新能源科技（河
南）有限公司，经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是今年我省设立的投资额最大的外商投
资企业。

新能源领域仍是吸引外资亮点，美国通
用在濮阳市投资 1800 万美元设立风电企
业，华润集团投资 2.7 亿美元分别在漯河、
新乡、商丘设立 5家风电企业，光大环保在
驻马店投资2亿美元设立3家环保企业。

新业态消费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省消费品零售总额 11010.0

亿元，增长 10.7%，比前 5个月提高 0.3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规
模和增速均居全国第5位。

新业态消费加速增长。上半年，全省电
子商务交易额 9133亿元，增长 21.3%，比去
年同期提高 6个百分点；网络零售额 1842
亿元，增长 28.0%，比去年提高 8.7 个百分
点。95个国家级、省级电商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市）电商交易额 512.0亿元，网络零售
额254.2亿元。

餐饮收入增速提高。上半年，餐饮收入
1629.7 亿元，增长 12.5%，比去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商品零售 9380.3 亿元，增长
10.4%。餐饮收入增速高于商品零售增速
2.1个百分点。

乡村市场增速高于城镇。上半年，城
镇市场零售额 8701.1 亿元，增长 10.5%。
乡 村 市 场 零 售 额 2308.9 亿 元 ，增 长
11.4%，乡村市场增速高于城镇市场 0.9 个
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商务运行稳中有进

民营企业活力强跨境电商增长快

郑东新区·“周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李
盼 朱丽 刘学馨 张佳佳）当前正值“七下
八上”的防汛关键期。连日来，郑东新区
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坚持“一线工
作法”，前线指挥，各基层单位在东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积极行动，对
内河防汛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
在雷击、暴雨等灾害性天气中开展各项防
汛抢险工作，全力以赴实现“一个确保、三
个不发生”目标。

面对极端天气的强降雨，郑东新区高
度重视，郑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
责人亲自安排部署，对城市防汛、河道防
汛进行详细安排，要求防办各成员单位各
司其职，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积
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郑东新区要求，

各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工作，确保信息畅
通、报送及时，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客观
的第一手资料；要备足物资，区防汛办、各
乡（镇）办、防汛成员单位严阵以待，组织
人员数千名，准备钩机、铲车等机械 16
台，大功率水泵20余台，发电机6台，各类
其他物资若干，时刻做好应对准备；要加
强巡查，各防汛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对重点部位、关键区域进行巡查，严密监
控东风渠陈岗闸、七里河东四环橡胶坝、
东风渠入七里河口处、七里河东风路橡胶
坝等泄洪点，明理路、107 辅道金水东路
等节点，随时采取应对措施，消除隐患点。

金光路办事处周密制定金光花苑社
区防汛措施。办事处物业办要求辖区相
关物业单位制定针对性防汛应急预案：组

织人员准备好编织袋、防雨布、沙子、铁
锹、水泵、排水管等应急物资；清理顶层楼
面及排水口杂物，保证排水畅通；组织技
术人员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消防器材、避雷设施、报警装置、监控设
备等保持正常运行状态；对楼体表面附属
物及附加物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
上报，发现危险马上处理；防汛组成员要
保证 24小时通信畅通，随时做好抢险、抢
修准备。

如意湖办事处对辖区各物业公司防
汛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对各物业
公司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人员职责分
工、防洪预案编制以及防汛物资储备情况
等进行检查，同时，对地下车库的消防器
材、消防通道、配电设施、公共用电线路及

电梯安全等进行了细致排查，并详细记录
检查结果。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园
区存在防汛物资短缺、人员配备不到位等
问题，现场联络相关单位负责人要求其立
即整改，当场无法整改的对其下达了限期
整改通知书，并安排人员跟进落实情况，
确保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暴雨过后，龙湖办事处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各级路长、城管队员、“绿城使者”
齐上阵，第一时间赶赴分管道路排查积水
处、倾倒树木、围挡破损等安全隐患情
况。组织人员迅速清理垃圾、障碍物，归
置共享单车，协调市政园林局对倒塌树木
进行搬离。同时对排查出的隐患及时发
出整改指令，全面落实整改责任，提高路
面通行能力，保障辖区的交通通畅。

美丽志愿者
文明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刘亚斐 戚江涛 李保玲 刘
健鹏）连日来，郑东新区纷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各单位、各行业志
愿者们在十字路口、社区、高铁站等多个地方提供贴心服务，成为
城市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充分发动志愿者队伍，对金水东路沿线及
辖区主次干道采取定时、定位、定责、定标准“四定”工作法，严密巡
查管控。行动中，办事处分别组建黄河南路、正光街等 22个社区
志愿服务队，正弘山、中兴路等接待酒店周边7个重点区域志愿服
务队，累计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1185 次，参与活动人数 6500
人，累计服务时长 22750个小时。截至目前，共规范摆放共享单
车、非机动车7000余辆，劝导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200余起。

龙湖办事处组织二、三级路长及巡查员身穿红马甲，积极开展
志愿者服务活动，持续做好卓越路段验收工作。以“门前四包”责
任制为契机，办事处工作人员联合沿街各项目单位，细致排查，认
真整改，对缺株死株树穴督促进行更换或补种，对门前污渍、垃圾
督促进行冲洗、清扫。充分发挥志愿者特殊形象优势，对沿街乱停
乱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及时进行劝阻，热心指引司机师傅向车位
内规范停放，对随手丢弃垃圾、烟头的现象，耐心进行捡拾，并对相
应市民进行讲解劝导。此外，不间断对路段进行细致排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切实做好卓越路段验收保障工作。

金光路办事处积极组织机关党员志愿者 30余人到金光农民
花卉创业园，对商户及现场群众开展《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志愿服务条例》、文明行为倡导等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
者们向市民和商户们细心宣讲相关政策精神，发放《文明行为倡导
书》、《志愿服务倡议书》，呼吁创业园的商户们积极加入“绿城使
者”志愿服务行动，建立商户定点志愿服务岗，在“双迎”期间投身
信息咨询、文明引导、清洁家园、文化展示、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
履行商户责任，争当绿城守护者。

多彩文娱活动
喜迎民族盛会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田晓菲 李佼荣）距离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越来越近，东区群众的热情
也被各种文化文娱活动所点燃。

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在龙兴嘉苑弓庄村安置区举办一场别开
生面的全国民族运动会知识趣味竞答活动，300余名群众现场互
动，感受浓浓的运动会氛围。在龙兴嘉苑三号院，各个民族服饰、
运动会比赛项目介绍依次在展板显现，运动会元素充满院内各个
区域，吸引了大批群众驻足观望。活动期间，主持人以电子屏竞答
和舞蹈表演相互穿插的方式与群众积极互动，提出了涉及民族运
动会的主题、举办时间、间隔年限、举办场所、竞技项目、吉祥物名
称、民族文化、服饰等多方面内容的80多道问题，以寓教于乐的方
式加深群众对运动会的了解。

白沙镇连续举行多场与运动会相关文艺演出活动，为群众带来
一系列的视觉盛宴。在高庄村的文艺汇演活动上，大合唱《团结就是
力量》《学习雷锋好榜样》拉开了活动的序幕，调动了现场气氛，白沙
镇高庄村全体干部的激情演唱为观众们带去了一场场精彩的视觉盛
宴。舞蹈《奔跑吧蜗牛》和《中国龙》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挚爱和美
好祝福……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把演出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张佳
莉）日前，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组
织辖区二、三级路长进行路段观摩活动，
对照市级标准，查找问题不足，努力打造
全市卓越、优秀路段。

活动中，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以及路
长先后到民生东街、民生西街、众旺
路、宏图街、十里铺街逐一察看沿街各
商户“门前四包”落实情况及道路周边
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环境卫生、民族
运动会氛围营造等各项工作情况，从
细节入手，对窨井盖、台阶、树穴、绿化

带等市政基础设施逐一察看，对存在
问题逐一提出整改要求。下一步，办
事处将加快整改进度，对重点打造的
优秀、卓越路段，再进行全面排查，具
体到重点区域、具体点位，逐一找差
距、补短板，对标整改。同时提升道路
内涵，紧扣“千百十”达标路段评定验
收标准，全面深挖文化特色，提升文化
品位，进一步强化沿街绿化、街头景观
与整体街景的有机融合，争取打造更
多的优秀路段、卓越路段乃至极致路
段，争创红旗办事处。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卫雨晴）日前，记者从郑东新区如意湖办
事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按
照我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安排，如
意湖办事处提出今年年底前，辖区居民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

推进会上，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结合
日前对上海、厦门垃圾分类工作的考察
学习情况，从辖区实际出发，探讨了垃圾

分类工作的具体思路和下步措施等。按
照相关安排，如意湖办事处将在年底前
辖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实现
100%，每个社区以 300户为一单位，设
立垃圾投放点。为了进一步推动生活垃
圾分类早日实施，办事处要求全办上下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积极开拓思路，确
保工作高标准、快节奏落实，确保如意湖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效。

精益求精突出特色
争创优秀卓越路段

年底前如意湖居民小区
全部实行生活垃圾分类

东区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
文/图）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年周年，大
力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先导区、示范区、核
心区的决心和斗志，昨日，郑东新区举办
了“我和我的祖国”微党课比赛，各乡镇
办事处、各有关局办 200余名党员干部
参加了活动。

比赛现场，来自 25 个单位的 30 余
名选手围绕坚守初心、砥砺党性、梦想
展望等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回顾党的
奋斗历程、讴歌党的光辉业绩，以身边
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全面展现了

东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共
产党员干事创业激情。经过激烈角逐，
评选出特等奖 1名，一等奖 3名，二等奖
5名和三等奖7名。

记者了解到，此次微党课比赛，是对
东区基层党建工作队伍的一次初步检
验。下一步，郑东新区通过喜闻乐见的
形式，组织优秀宣讲人员开展好进机关、
进企业、进工地、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
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推动办好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主人
翁”意识入脑入心，为推动东区高质量发
展不懈奋斗。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郑欧班列口
岸多元化、线路多元化翻开了新的一页！昨
日记者了解到，7月 25 日从郑州启程的郑
欧班列，第一次经由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出
境，满载 IT 产品、机械配件、服装、模具等
41个集装箱，驶向德国汉堡。时隔两日，7
月 27 日首班从俄罗斯莫斯科出发的郑欧
班列，驶离俄罗斯驶向郑州。至此，郑欧班
列出入境口岸增至六个，境外目的站点增
至七个，综合运营能力在中欧班列中继续保
持前列

“郑州—俄罗斯”班列的开行以及满洲
里口岸的开通，是建设“陆上丝绸之路”、开
创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郑欧班列线路多
元化网络布局的有力补充，这对推动进
出口贸易提升、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对扩展“郑州—欧洲—郑
州”和“郑州—俄罗斯—郑州”线路多式联运
意义重大。

郑欧班列经满洲里口岸线路是对已开
通的二连浩特口岸和绥芬河口岸的有效
补充。这对广大郑欧班列客户而言，又增
加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物流方案，推进郑州

的物流枢纽功能朝着更加便捷高效的方
向发展。

郑欧班列俄罗斯线路的开通打开了

“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互联互通的新篇章，
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有志于开拓俄罗斯
市 场 的 企 业 搭 建 起 一 座 便 捷 的 贸 易 桥

梁。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拉动产业转型
升级、增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贸易交
流、加强与俄罗斯国家经贸合作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截至目前，郑欧班列逐步形成“七个站
点、六个口岸”：四个欧洲目的站（德国汉
堡/德国慕尼黑/比利时列日/俄罗斯莫斯
科），两个中亚目的站（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个东盟目的
站(越南河内)。“六个口岸”：欧洲线路为主
体运行线路有四个出入境口岸（西线新疆
阿拉山口、中线内蒙古二连浩特、东线内蒙
古满洲里、东北线黑龙江绥芬河）；中亚线
路经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东盟线路由广
西凭祥出入境，构建了河南连通欧洲、中
亚和东盟及亚太（日韩等）的国际物流大
通道。

郑欧班列自 2013年 7月 18日开行，截
至 2019年 8月 5日，班列总累计开行 2357
班（1379班去程，978班回程），总累计货值
104.02 亿美元，货重：112.49 万吨。其中，
2019班列总累计开行 597班（372班去程，
225班回程），同比增长60%，在全国所有中
欧班列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郑欧班列新开辟满洲里口岸和俄罗斯新线路
出入境口岸增至六个 境外目的站点增至七个

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今日开幕
417名河南小将太原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将在山西
省太原市拉开帷幕，赛会将于8月 19日落幕。在此期间，417名
河南小将将参加 20个大项、489个小项的角逐，向优异的成绩
发起冲击，并展示河南青年的风采。

与4年前在福州举行的全国首届青运会相比，本届太原青运
会项目设置有了重大变化，由全国一青会时设立的 26个大项、
305个小项，增加至49个大项、1868个小项，并分设体校组和社
会俱乐部组两大组别，其中体校组设1239小项，社会俱乐部组设
629个小项，参赛运动员总数比全国一青会数倍增加，预赛从今
年2月份便开始进行。这也使得本届青运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参赛规模最大、设置项目最多、比赛周期最长的综合性运动会。

我省参加全国二青会赛会期间比赛的 417名运动员中，参
加体校组角逐的221人，参加社会俱乐部组角逐的196人，参赛
的489个小项中，包括体校组 358个小项、社会俱乐部组131个
小项。在本届青运会先期结束的比赛中，河南小将们表现出色，
充分展现了我省年轻一代的风采。

本届青运会，首次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上亮相的河南冰雪
小将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至7月 23日，共获得16金 14银 9
铜，充分展现了我省冰雪项目近两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省
备战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上取得佳绩点燃了希望。

武术作为我省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在历届大型综合
性运动会上都有上佳表现。本届青运会，在全部 32个项目中，
河南小将斩获12金 13银 3铜，全国排名第一。套路项目经过卧
薪尝胆，也初显成效，共取得9金 6银 3铜。

另外，在部分新增项目上，初出茅庐的河南小将也有出彩表
现，冲浪项目取得 2金 3银 2铜；龙舟斩获 2金 1银；田径跨项选
材人员取得冬季项目 2金 1银；小轮车等项目也取得了奖牌，滑
板、攀岩、艺术体操等奥运项目第一次组队参赛。

国足世预赛
首个主场敲定广州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伴随着国足近日初次大名单的出炉，
世预赛首个主场也已敲定。不出球迷所料，国家队主帅里皮如
愿和他的弟子把首场比赛放在广州，也意味着从这里吹响国足
首个主场冲锋号。

2022 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40强赛将于 9月 5日开打。
根据赛程，国足的亮相战是 9月 10日客场对马尔代夫，比赛已
经确定于北京时间 19时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的国家体育场进
行。针对本场比赛，中超将在 8月 15日的比赛结束后停赛。国
足于 8月 25日在香河基地展开集训，其间与缅甸队打一场练习
赛。9月 2日，国足将移师广州，在天河体育场训练一周，9月 8
日出发前往马累。之后，国足将迎来世预赛的首个主场，广州将
再次成为全国广大球迷聚焦的中心。

国足第 3战客战菲律宾，双方将在 10月 15日北京时间 19
时 30分展开较量。比赛没有被安排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而
是设在内格罗斯岛巴科洛德市的巴纳德公园体育场，该市是菲律
宾的第5大城市。至于本年度最后一战对叙利亚队的比赛，暂未
敲定时间地点，此前叙利亚队已经明确把主场放在阿联酋。

举办微党课比赛
展现东区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