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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助推消费升级

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逾 760 万单
本报讯（记者 成燕）今年上半年，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消费升级，跨境电商迎来发展新动力，业务呈现
迅猛增长态势。截至 6 月 30 日，该区共完成跨境进出口业务 764.33 万单，货值 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7.4%、306.5%。其中，进
口业务完成 563.86 万单，同比增长 699.57%；货值 7.2 亿元，同比增长 404.34%；缴纳税款 8497.68 万元，同比增长 637.45%。
助推重点项目快速发展
今年以来，该区积极招商引
资，引进了菜鸟网络、云集微店等
国内知名企业，在短时间内帮助
企业完成了从商品备案到业务飞
增的跨越式发展。其中，淘宝全
球购和天猫国际共完成 218.19 万
单，货值 2.29 亿元；云集微店完成
122 万单，货值 1.38 亿元；京东全
球购完成 115.39 万单，货值 1.39

亿元。三个重点项目的业务单量
和货值占综保区总量的 81.67%
和 73.3%，龙头企业集聚带动作
用明显增强。

优化单一窗口系统平台
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由河南省电子口岸公司建
设运营，主要为全省进出口企业
提供“一站式”大通关服务，申报
量覆盖率居中部第一。目前，系

统已实现海关、税务、外汇、公安
等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及电商、物
流、金融机构等商业主体信息共
享。截至 6 月 30 日，在单一窗口
平台注册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
共 有 505 家 ，包 括 进 口 企 业 392
家，出口企业 113 家。
“6·18”电商
大促活动期间，跨境电商业务通
过单一窗口平台累计申报
133.31 万 单 、货 值 1.58 亿 元 ，单
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6 倍、货值同

我市召开专题会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为中部崛起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
靳磊主持召开研究贯彻落实省
长陈润儿调研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座谈会精神专题会。
市领导王跃华、
马健、
张俊峰、
杨福平 、李 喜 安 、吴 福 民 出 席
会议。
6 月 21 日，省长陈润儿到郑
州市调研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规
划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他要求，郑州市要始终把百
姓满意不满意、方便不方便、高
兴不高兴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
追求目标，把把握功能定位、增

强承载能力、着力提升品质的总
体要求贯穿到规划建设的全过
程，不辱使命、不负期待，以高质
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动郑州
在下一轮发展中走在前列。
靳磊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把
思想和认识统一到陈润儿省长讲
话和会议精神上来，结合郑州实
际和会议精神，
按照职责分工，
认
真落实责任，
加强协调配合，
采取
有效措施，
提高行政效率，
确保会
议精神得到及时贯彻落实。对会
议纪要明确的事项要及时梳理、
专门布置、建立台账、跟踪督办，
确保事项逐一得到落实。郑州市

要以省长陈润儿此次调研为契
机，抢抓机遇，担当作为，全力以
赴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中
部崛起作出贡献。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跃华
要求，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履职尽
责，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推
动郑州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重
点，抓住关键，做好规划编制，增
强承载能力，着力提升品质，不
断提升郑州的宜居度和美誉
度。要积极主动、做好衔接、形
成合力、抓好落实，加快推进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

非公有制经济界学习贯彻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裴蕾）昨日，
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界学习贯
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纪念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宣讲活动在
黄河迎宾馆举行。
宣讲活动以“不忘创业初
心，接力改革伟业，宣传方针政
策，助力中原出彩”为主题，深
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精神，总结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
来我省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
展历程，弘扬企业家精神，深化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
育活动，激励引导广大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增强“四信”意识，
坚持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
展，争做出彩河南人，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
商联党组书记李德才主持会
议，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围绕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党和政府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政策措施等方面作了宣
讲 。 市 政 协 副 主 席 、工 商 联
主 席 、河 南 康 利 达 集 团 董 事
长 薛 景 霞 ，建 业 住 宅 集 团（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两
位企业家从坚持改革创新、弘
扬企业家精神、实现企业高质
量发展、争做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方面进行
了宣讲。

郑州市开展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培训
本报讯（记者 裴蕾 通讯
员 张建伟）为不断提高全市行
业协会商会的自身建设能力，
进一步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努力激发行业协会商会自
身活力，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7 月 11 日上午，市民政
局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组织举

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培训会，
来自市本级 130 余家协会商会
会长、秘书长及专职工作人员
4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河南省民间组
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讲
座辅导，并就上级有关政策文
件及商协会经常遇到的问题疑

惑进行解读和答复。
培训会指出，行业协会商
会要紧抓良好机遇想方设法
强 能 力 、促 发 展 ，要 努 力 做 社
会组织党建带头者，让党的声
音成为引领社会组织最强音，
让党的形象在社会组织中熠
熠生辉。

比增长 3 倍，单日申报量高峰为
21.8 万单，为企业提供安全稳定
的系统支持。

推进减政降费政策措施
推进减政降费政策措施。自
2015 年跨境业务开展以来，该区
承担了全部商品检测费用约
416.6 万 元 、身 份 信 息 验 证 费 约
279 万元，并免除企业使用跨境
系统的平台使用费，真正做到帮

助企业减负助力经济升级。
该区着眼指导企业建立规
范的管理机制，帮助企业规划流
水线的布置和仓储系统的优化
升级，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包裹
分拣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业务操
作效率在业内排名领先。目前，
部分企业正在计划建立智能机
器人的分拣系统，实现仓库作业
的全自动化操作，进一步提升作
业效率。

市政协召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昨日
下午，市政协召开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大会。市政协主席王璋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
郭锝昌、张建国、李新有、崔凡、
李玉辉、
吴晓君、
王顺生、
薛景霞，
市政协秘书长陈松林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系统
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省委十届
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和省政协主席刘伟视察郑州市
政协机关时的讲话精神；传达了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及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在郑州
市贯彻落实省委第一巡视组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
围绕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政协工作高质量，
王璋表示，
要坚
持政治统领，
深刻理解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关键环节、有效落实各

项任务，切实推动政协党的建设
高质量，为政协工作高质量提供
根本保证。要坚持性质定位，切
实提升思想境界，
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
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持续发出时代好声音、弘扬社会
正能量、
争当积极践行者，
切实推
动协商议政成果高质量，让政协
工作高质量之果更加丰硕。要坚
持固本强基，以整改落实省委巡
视组反馈意见为契机，按照市委
统一部署，坚持正确态度、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立行立改，落实
整改措施，坚持从严要求，真正
做到内化于心，把巡视成果转化
为推动履职能力建设高质量的
实效，为政协工作高质量开展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不断推动
政协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
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让中原更
加出彩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市组织系统巡视整改动员暨组织工作推进会举行

以理念创新引领
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昨日
作努力方向，以理念创新引领组
下午，全市组织系统巡 视 整 改
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动员暨组织工作推进会召开。
焦豫汝要求，
要对标定向，
高
会议总结上半年组织工作，安
标准做好市人大政府政协换届、
排部署巡视整改工作和下半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组织部
机构改革和服务三大攻坚战等重
长焦豫汝出席会议。
大任务，探索务实管用的举措加
会议传达了全国组织工作
强党的政治建设，激励干部新时
会议精神，对全市组织系统巡视
代新担当新作为，深入推进省委
整改和基层党建工作进行安排
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抓好基层党
部署。
组织建设，有效推动“智汇郑州”
焦豫汝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才政策落实，以重点突破带动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
整体工作提升。要担当实干，务
系列新论述、新要求，是指导新
求实效，
层层传导压力，
创新方式
时代组织工作的总纲领、总遵
方法，突出实干实效，把责任压
循。要对标上级精神、中心大
实、工作做实、作风抓实，着力建
局、先进地区、巡视反馈和年初
设务实组工，为郑州加快建设国
目标，进一步找准差距，明确工
家中心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