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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影片
《一点就到家》明日首映

老艺术家田华与您
相约“星空电影院”

欣赏电影海报
重温光影岁月

踏歌起舞迎“百花”
昨日，“百花起舞”郑州市电影歌曲广场舞展演

活动举行，以经典电影歌曲和音乐为元素进行创作
改编而成的原创广场舞作品精彩上演，喜迎即将到
来的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导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昨日，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发
布《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城市发展指数
报告(2020)》。《报告》显示，在发展总指
数先导城市中，郑州位列第五，发展创
新指数郑州进入前三。

据了解，该报告通过三个一级指
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44 个三级指标，
5000多条技术数据，全面科学评测中国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发展水平和成果。

从发展总指数看，《报告》将 105个
综试区的城市分为三类，跨境电子商务
综试区先导城市1~15位，中坚城市16~
30位，潜力城市51~105位，其中郑州位
列先导城市第五。

《报告》认为先导城市能够充分发
挥自身的优质设施、优越的基础设施、
完整的产业链条、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
充沛的消费需求等，在政策鼓励和市场
作用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的先行示
范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从三个一级指数来看，发展
基础指数排名靠前的是深圳、广州、上
海；发展规模指数排名靠前的是广州、
上海、青岛；发展创新指数排名前三的
是深圳、杭州、郑州。

最新权威报告显示

郑州成为跨境电商综试区先导城市
发展创新指数位居全国第三

跨境电商综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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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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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观察客户端

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 风力 东北风转南风2~3级 温度 最高26℃ 最低16℃ 降水概率1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0年国庆
节、中秋节放假安排的通知》精神，为便于各地、各
单位及早合理安排工作，现将2020年国庆节、中秋
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

10月1日（星期四）至10月8日（星期四）放假调
休，共 8 天。9 月 27 日（星期日）、10 月 10 日（星期
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值班和
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突发事件，按规定报告并妥
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 9月21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2020年国庆节、中秋节

放假安排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季节变化，为便于干部职工工作生活，自2020年

10月9日（星期五）起，上午上班时间不变，下午上班时间
更改为14时00分至17时30分。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更改作息时间的通知

我市现场签约
六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63.7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昨日，在第四

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开幕现场，郑州市签约六
个重点项目，投资总额达63.7亿元。

据介绍，这六个重点项目包括投资20亿元的中
部塑胶互联网交易中心、投资15亿元的德邦物流供
应链基地、投资 10亿元的极兔速递分拨中心、投资
10亿元的鼎菱跨境综合产业园、投资 7亿元的别样
跨境零售总部基地、投资 1.7 亿元的区块互享仓全
球平台等。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

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版

即将在郑州举办的 2020年金鸡百花电
影节，日前向社会公布百花奖LOGO——古
老的饕餮纹。这一特别的LOGO，出自郑州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杜岭方鼎。

郑州，这座当代人眼中“火车拉来的城
市”，实为底蕴深厚的文明古都。

在郑州老城区中心，有一处 3600 年前
的商代都城遗址。遗址总面积约 25平方公
里，近似长方形，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专
家认定这是商朝第一个都城——亳都。这
里出土过 200余件青铜礼器，以及刻有文字
的牛骨，有着精美饕餮纹的杜岭方鼎就出自
这里。

直到今天，商城遗址还保留着近 7公里
长的城墙，是所有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整
的。经过文物部门修缮，南城墙已对外开
放，成为市民休闲玩赏的去处。

“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发掘，使更多遗迹
在原址展示，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先民
留下的文化遗产，给城市留下记忆，为民众
留住乡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工
作站负责人说。

不久前，包括商代都城遗址在内的一批
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核心示范区重大文旅项目集中开工。

“在中心城区，我们通过对商代都城遗
址、二七广场等不同时期文化资源的挖掘展
示，强化城市的历史纵深感。同时，建设黄
河国家博物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
项目，构建沿黄文化遗产走廊，打造黄河历
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表示，文化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

郑州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腹
心地带，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现在多
方面。

郑州市文物局负责人介绍，黄河中上游
段在峡谷中穿行，出郑州后摆脱束缚开始泛
滥，历史上先后夺海河、淮河入海，形成了广
袤的黄淮海大平原。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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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郑州各县（市）农民朋友以多种形式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摄

丰收节 庆丰收

（详见七版）

“丝路电商”大咖
献策国际合作

中国跨境电商
50人论坛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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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在郑开幕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博罗诺夫进行视频致辞

尹弘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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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张海涛 赵振
杰）9月 22日，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
会在郑州开幕，外国政要、国际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知名跨境电商企业代表等 600
余人深入交流，共谋发展。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博罗诺夫进行视
频致辞。

省长尹弘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出席。副省长何金平主
持开幕式。

尹弘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
说，跨境电商作为全球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快速发展，在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减少
交易成本，加快重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
贸易链、价值链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正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对跨境电
商高水平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创造了历

史机遇。但跨境电商发展还面临着发展标
准规则不够衔接、物流通关不够通畅、结算
支付不够便利等带来的挑战，迫切需要创
造新的合作机制，促进跨境电商自由化、便
利化、规范化发展，本届大会以“全球疫情
下跨境电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恰
逢其时，大有可为。

尹弘指出，近年来河南认真落实习近平
主席关于跨境电商要朝着“买全球卖全球”
目标迈进的重大要求，全面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加快构建全球电商集疏网络体
系，跨境电商呈现强劲发展势头，规模和应
用水平居全国前列。河南将积极顺应国际
国内发展环境和贸易条件的深刻变化，探
索建立适应跨境电商特点的监管服务制
度，让商品进出顺畅、管控有序；加快发展
智能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积极融入
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强大数据、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和跨境电商独立站、
智能选品等模式创新，不断提升跨境电商

全产业链新技术应用水平；立足河南产业
体系完备的条件，构建跨境电商产业链和
生态圈；对标国际营商规则，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入更多
跨境电商领军企业、平台企业、金融支付企
业、供应链企业等市场主体，努力与各方实
现共赢发展。

博罗诺夫表示，跨境电商打破时空界
限，富有生命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特殊形
式，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疫情背景下表现更
加明显。当前，吉尔吉斯共和国正积极推
进互联网普及、政府服务数字化，努力促进
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发展。此次大会深入
探讨全球疫情下跨境电商的机遇和挑战，
对吉具有现实意义。河南是中国农业和制
造业大省，同时还是跨境电商的中心，吉方
将积极与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国各省市区发
展电子商务合作，共创美好前景。

开幕式上，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
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全球跨境电商

大会主席龙永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等先后致辞，联合国
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豪尔赫·切迪克、世界
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进行视频致辞。
会议宣读了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御厨邦雄
的贺信。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杜尚·贝拉、缅
甸驻华大使苗丹佩、塞拉利昂驻华大使欧内
斯特·恩多马希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哈
比特·柯依舍巴耶夫出席开幕式。

郑州市领导牛卫国、万正峰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后举办了“跨境电商高峰会”，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进行
视频演讲，多位嘉宾到会发表演讲。现场还
进行了成果发布、项目签约仪式及河南跨境
电商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试点启动仪式。

详见详见88版版

光影盛典
全景直播
扫二维码
观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