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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85474元，
中奖总金额为2762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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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36752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498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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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600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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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082期

中奖号码：069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501448元
和8927988元。

“排列3”、“排列5”第15082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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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58651414元,1230022010.79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正威科技城智能终端产业园在郑州航空港开建

总投资250亿，将年产手机2亿部
□记者 王惟一

本报讯 3月28日，全球500强企业正威国际集团投建的“正威科技城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在郑州航空港区开工建设。
该项目总投资250亿元，达产后将实现手机年产能2亿部，年产值2000亿元以上。

事实上，早在2013年11月以前，
正威就已“盯上”河南，并进行了相关的
战略调研。此后，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
主席王文银与河南省领导有过多次接
触。

2013年11月2日，率河南省考察
团在深圳考察的省委书记郭庚茂曾会
见王文银。郭庚茂说，正威集团到河南
进行战略布局很有眼光。王文银则表
示，非常看好河南未来的发展前景。

11月26日，正威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确定
正威集团电子信息产业园和半导体全
产业链产业园落户港区；并与洛阳市在
有色金属、电子信息、新材料以及文化
创意等产业发展方面签订投资协议。

到了2014年3月，全国两会间隙，
省委书记郭庚茂、省长谢伏瞻在北京又
一次会见了王文银，这次，他们重点谈
到了手机产业。2014年5月5日，郭庚
茂、谢伏瞻会见了前来参加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专题
对接活动的268家企业的313位客商，
其中也包括王文银。郭庚茂表示，手机
企业不能单个转移，必须抱团发展、集
群式生产，形成专业分工、协作配套的
产业体系。

2014年11月18日，王文银携团队
再次来到郑州，代表正威国际集团与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签订正威科
技城智能手机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

2015年3月28日，正威科技城智
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如约开工建设。
从签约到开建仅相隔4个多月。

回顾 |
正威与河南的几次
“亲密接触”据了解，正威科技城智能终端（手

机）产业园涵盖手机整机制造、核心配套
配件等产业项目，集金融中心、贸易中
心、展示中心、研发设计中心、专家公寓、
总部经济、结算中心、移动互联网、智慧
城市为一体，打造集“产、学、研、居、展、
商、物、贸、金、总”十种业态为一体的产
业基地，形成全产业链集群。其中，一期
项目投资125亿元，达产后可实现手机
年产能1亿部，年产值1000亿元以上。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已有近
70家整机及核心配套企业签订入驻正
威科技城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协
议。今年内计划引进120家整机企业，
80家智能终端相关配套企业；未来建成
后，将有500家以上的手机产业链企业
入驻。

正威国际集团是一家以有色金属
完整产业链为主导的全球化集团公司，
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295位。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专
程从博鳌亚洲论坛赶回参加28日的开
工仪式。对于正威产业园的“全产业
链”模式，他十分赞赏：“这个产业园最
大的亮点就是做到了横向配套、纵向延
伸，制造、研发、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
都集中在园区内，形成产业链集聚效
应。”

在杨建国看来，随着中国产业逐渐
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产业园区必须
朝着专业化、集聚化转变。“全产业链园
区，发展前景会比单一产业的园区好。”

正威手机产业园就是一个产业集
聚的平台，“配套齐全，产业链完善，以
后项目落地会很快”。这为其他产业园
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模式。正如王文
银所说的那样，“一朵鲜花留不住春天，
百花齐放才能满园春色”。

完善的产业链，也为从“制造”到
“智造”、“创造”提供了支撑。“正威将
在园区内研发自主品牌手机，研发后
可以直接在园区内找代工厂制作出
来，配套的商贸、物流也十分方便。”杨
建国说。

正威科技城智能终端（手机）产业
园建成达产后，将实现手机年产能2亿
部，年产值2000亿元以上。

年产2亿部手机，是什么概念？据
了解，2014年郑州航空港区智能手机
产量达到1.43亿部；今年，航空港将新
引进超过100家手机整机及配套企业，

力争2015年智能手机产量接近2亿部。
待正威科技城智能终端（手机）产

业园建成后，一个园的手机年产量就相
当于今年整个航空港区的手机产量，以
一园之力撑起港区手机产业的半壁江
山，与富士康分庭抗礼，形成“北富士康
南正威”的“双引擎”产业格局。

目标 | 打造中国最完整的手机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解读 |“全产业链”的意义

数字 | 年产2亿部是什么概念？

近日，12306官网正式推出高铁动
卧车票“购买整包”服务，方便家庭或多
人同时出行购票。另外，北京开往深圳、
广州两地的高铁动卧也有了女宾专有包
房，车票已经可以在车站窗口购买。

记者打开12306官网，选择D901次
北京西开往深圳北高铁动卧，乘车人选
择本人，在“席别”后面出现了新增的“购
买整包”选项，勾选这一选项后，再提交
订单，就可以使用记者一个人的身份证
件购买整个包厢的4张车票。需要注意

的是，不管乘车人是一个还是4个，只要
选择了“购买整包”服务，票价即为包厢
内4张车票的票价总和。

据悉，这是铁路系统首次放开个人
购票限制。根据铁路部门以往的规定，
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
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现在即使一个人
出行，如果不愿与其他乘客分享包厢，也
可以用一张有效证件买下整个包厢。记
者了解到，目前这种服务只在北上广深
四地间的高铁动卧上实现，普通动车、高

铁暂未推出这种服务。
更加贴心的是，12306官网上北京

开往深圳、广州两地的高铁动卧下方打
出了“女宾专有包房”的推广标语，但网
上购票渠道并未提供相应选项。上午，
记者拨打北京12306客服电话获悉，高
铁动卧女宾专有包房确实存在，是新推
出的业务，由于技术问题网上还无法购
票，但可以去往火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
买。L 据北京晚报

高铁动卧首推“女宾包厢”
目前仅在北京开往深圳、广州两地的高铁动卧上推出，可在车站窗口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