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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悦生

本报讯 最近，上街区
的歌舞厅、网吧内，经常可
以看到“禁烟劝阻员”的身
影，这一举措给歌舞厅、网
吧吹进了一股清风。

自上街区召开“双迎
攻坚”工作动员会以来，该
区文广新局迅速制定“双
迎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对
辖区文化场所进行排查摸
底，制定了时间表和进度
表。截至目前，共检查歌
舞娱乐场所、网吧、影院等
文化场所560家(次)，制作
宣传版面116块，建立健
康教育宣传栏120多个，
设立禁烟劝阻员 100 多
人。禁烟劝阻员主要负责
巡查，劝阻歌舞厅、网吧等
文化经营场所内的吸烟行

为。根据各经营场所工作
开展情况，对积极整改的
商户进行表彰并发放红
旗，对整改不力的进行通
报批评并发放黑旗。

该区文广新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按照创卫的标
准，该局对歌舞厅实行了
五个统一，即统一建立各
项制度，统一制作各种卫
生设施标识，统一禁烟标
志，统一建立工作台账，统
一建立长效机制。如今，
该区的歌舞厅达标12家
(次)，达标率达100%。另
外，该局全体人员与文化
经营场所开展了“一对一”
结对帮扶活动，要求各分
包场所工作人员全天候督
查。目前，辖区内28家互
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已
按标准整改到位。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发展搬运、码垛、物流机器人，水下特种机器人；建设郑州机器人产业园；打造中国中铁智能化高端装备
产业园……昨天，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市“十三五”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已经公布。

上街区“禁烟劝阻员”
到歌舞厅劝阻吸烟

中原区 区委书记 暂时空缺
区 长 乔耸 18569973220
信访局长 刘彬 18538933150

二七区 区委书记 陈红民 18239977011
区 长 苏建设 15515906181
信访局长 冯军 13503452413

金水区 区委书记 陈宏伟 18703669125
区 长 魏东 18703669117
信访局长 刘艳萍 18703669116

管城区 区委书记 王东亮 18638198116
区 长 虎强 18697328116
信访局长 赵鹏 18637175362

惠济区 区委书记 黄钫 18768870022
区 长 马军 18703821898
信访局长 王新生 18768872200

上街区 区委书记 宋洁 18838157702
区 长 翟晓宾 18838157705
信访局长 杨永超 13526429883

中牟县 县委书记 樊福太 15136218811
县 长 潘开名 15136258855
信访局长 张小马 15136258811

新郑市 市委书记 刘建武 13285073001
市 长 马志峰 13285073002
信访局长 郑国安 15617658769

新密市 市委书记 蒿铁群 18637169669
市 长 张红伟 13838350167
信访局长 魏奇锋 15738803819

荥阳市 市委书记 宋书杰 15738372222
市 长 暂时空缺
信访局长 王超峰 13607670795

登封市 市委书记 郑福林 18595675668
市 长 王鸿勋 13027525686
信访局长 郝炳鑫 13503993559

“十三五”期间将发展物流机器人、水下特种机器人，建机器人产业园等

郑州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硅谷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郑
州积极构建智能制造装备重点领域
产业发展“T带”分布。

他解释，“T带”是指由构成郑州
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各细分产业以
及相关产业的重点发展县(市、区)连

线构成的区域带,分别是以机器
人、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为重点产
业的郑州高新区,以精密数控装备
和机器人为重点产业的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荥阳市,以大型
成套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为重点产业

的郑州经济开发区、中牟县,以3D
打印和工业设计为重点产业的金水
区,以无人机为重点产业的上街区
以及以非晶智能电气为重点产业的
新郑市。

值得关注的是，“T带”概念首次提出

硅谷（Silicon Valley），位于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个世纪之
前，这里是一片果园和葡萄园，但是
自从IBM、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总
部等高科技公司在这里落户之后，
这里就成为科技产业的代名词。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郑
州将以机器人产业这个中心为重点

发展方向,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形成
规模效应,着力打造产业链主要环
节和关键环节,逐渐形成较强的产
业链整体竞争优势。

他介绍，郑州支持高新区建设
以机器人产业为主的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园,优先布局机器人等智能装
备项目,鼓励有实力、有条件的机器

人企业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建设
郑州市智能装备研究院、郑州市机
器人研究中心等,开展产学研合作。
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经济开发区、荥阳市、新郑市、
中牟县、上街区、金水区等具备一定
产业基础的县(市、区)建设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细分功能产业园。

郑州将以机器人产业这个中心为重点发展方向

河南王牌企划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官同君说，郑州大规模建设地铁，
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笔财富。未
来，郑州将以轨道交通装备核心部
件及轨道交通工程装备为特色方
向,将轨道交通产业打造成郑州市
智能装备快速成长细分领域。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郑

州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抓住国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高峰的机遇,引领郑州市轨道交通
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的具体需求在技
术、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定向创新。

他说，具体内容是：依托中国中
车郑州生产基地、中国通号郑州电
气化局、辉煌科技、思维列控等企

业,大力发展整车及信号、关键零部
件等相关智能配套产业;依托中国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等企
业,围绕轨道交通隧道掘进施工装
备等产业,打造中国中铁智能化高
端装备产业园。针对轨道交通安全
性、时效性等诉求,大力发展监测通
信设备、屏蔽门等细分领域。

打造中国中铁智能化高端装备产业园

宋向清，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他说，金
融危机以来,在寻求危机解决方案
的过程中,美、德、日等国政府纷纷
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
略,提出通过发展智能制造来保持
其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在他看来，郑州发展机器人产
业，大有可为。根据郑州市的规划，
郑州将主要依托河南欧帕发展搬
运、码垛、物流机器人,依托科慧科
技发展焊接机器人、依托河南金谷
发展包装机器人、依托金惠科技发
展特种巡检机器人、依托郑州713所

发展水下特种机器人等。
据悉，今后将建设郑州机器人

产业园,鼓励高校与机器人生产、应
用企业合作建立机器人职业教育培
训中心,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对机
器人产业技能人才的需求。

郑州发展机器人产业大有可为

本报讯 昨天，郑州市政府官方
网站发布消息，公布县（市、区）和开
发区党政主要领导及信访局长接访
手机号码。

根据公告，为进一步密切联系

群众，畅通群众信访渠道，解决群众
合理合法诉求，现将郑州市各县
（市、区）和开发区党政主要领导及
信访局长接访手机公开发布。手机
只接收短信，不接听电话。请您在

发送短信时写明姓名、联系方式、家
庭住址、身份证号码和主要诉求等
相关内容。您的来信我们一定会按
照有关规定认真及时办理。

具体内容如下：

郑州公布各县（市、区）和开发区党政主要领导接访手机号码
手机只接收短信，不接听电话

航空港
经济综合
实验区

郑州市委常委、
党工委书记

张延明 15617637009

管委会主任 马健 15617638009

信访处长 王伟 18595731009

郑东新区 郑州市委常委、
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王鹏 15516151786

信访稳定办主任 张万里 18638797091

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崔绍营 13523061865

信访办主任 李俊 17719815986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王新亭 15617701169

信访办主任 周少杰 15617525112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
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获悉，因建设银行进行内
部装修，自2017年5月2
日起，政三街网点无法正
常办理住房公积金业
务。该网点暂停后，缴存

公积金职工可就近到以
下网点办理业务：

省直住房资金管理
中心业务大厅（郑州市金
水区经三路6号）。

省直住房资金管理
中心郑东新区管理部（郑
东新区正光路与德厚街
交叉口）。

政三街网点暂停办理
住房公积金业务

省直缴存公积金职工注意啦

县（市、区）、
开发区 职务 姓名 手机号

县（市、区）、
开发区 职务 姓名 手机号

县（市、区）、
开发区 职务 姓名 手机号

□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