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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天一上班，王
振科已经习惯了打开大河客
户端，点击“办事处”频道中属
于丰产路街道办事处的页面，
办事处和社区的新闻、最近要
办的各种民生事项，他已了然
于心……王振科是郑州市金
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党建
办副主任，也是“大河手机办
事处”的供稿人。像他这样，
在政府、居民和媒体之间搭起
心桥的，郑州市每个办事处都
有许多。

1月8日，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大河报2019年度办事
处居民口碑榜暨大河手机办
事处优秀通讯员颁奖礼在郑
州举行。郑州市有20个街道
办事处（乡镇）荣获2019年度
民生服务居民口碑榜先进单
位，20名通讯员荣获大河手机
办事处优秀通讯员。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街道办事处（乡镇）作
为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与老百
姓打交道最多，但工作人员和
居民办事基本是靠“两条腿一
张嘴”，迫切需要一个手机端的
网络沟通、办事平台。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旗下《大河报》基于
办事处（乡镇）和群众的需求，
依托拥有千万用户的省级新闻
客户端——大河客户端，于
2018年6月1日上线“大河手
机办事处”。

以服务性、贴近性、及时
性、互动性为目标，大河手机办
事处从上线之日起，就得到了
郑州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
和支持，得到了办事处、社区居
民的厚爱。截至 2019 年 12
月，实现了郑州市中心城区
100多个办事处和1200多个
社区的全覆盖，创造性地构建
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与基层
政务、社区百姓的全新链接。

大河手机办事处上线至今，重
阳节“俏老人”社区视频秀等数
十场线上线下活动火爆社区，
反映郑州市街道精细化管理的
系列视频报道《郑州的墙》荣登
学习强国平台。大河手机办事
处在大河客户端形成由社区点
对点浏览累计成面状、环状浏
览阵形，使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的影响力与各个办事处的民心
黏着力形成合力，末梢政务服
务形成框架，为社区市场的开
拓奠定了基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根据
上线办事处2019年度发稿和
浏览数据，以及相关端口的居
民反馈等，在郑州市100多个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中，评选出
20个民生服务居民口碑榜先
进办事处（乡镇）；同时，在为
大河手机办事处供稿的千余
名通讯员中，评选出20名优秀
通讯员（获奖名单附后）。

本报讯 1月8日，记者从
河南省地震局获悉，2019年全
年河南地震台网共记录1.0级
以上天然地震62次，比2018
年多56次，其中包括9次2级
地震。从地震空间活动来看，
全年平顶山发生地震最多，达
到11次。此外，河南地震台网
还上报10次非天然地震事件，
其中5次为爆破、5次为塌陷。

统计数据显示，在2019年
发生的地震中，包括2级地震9
次，3级地震1次。从地震空间
活动来看，我省地震发生地域
并不均匀：平顶山发生1.0级以
上地震最多，达到了11次；其
次是南阳，达到了10次；濮阳
也发生7次地震；三门峡和信
阳各6次；安阳、周口、郑州分
别为5次、4次和3次；许昌、新
乡、驻马店各2次；洛阳、商丘、
鹤壁、焦作则各发生1次。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全
省最大地震为11月30日淅川
3.7级地震，未收到人员伤亡、

房屋倒塌、次生灾害及经济损
失的报告。

此外，2019年，河南地震
台网还上报10次非天然地震
事件，其中5次为爆破、5次为
塌陷。空间分布上，三门峡为
5次，平顶山2次，许昌、洛阳、
登封各1次。最大的为三门峡
渑池县2.1级爆破和许昌襄城
县2.1级爆破。

据了解，2018年，河南省
地震构造探查工程项目开始组
织实施，我省将通过应用人工
地震探测、重磁电研究、地质钻
孔探测等方法，开展对地下结
构的探查，实现“地壳透明”，落
实河南省40条主要断裂的位
置和活动习性，对全省地震危
险性进行综合评价。

“把地下搞清楚了，可以为
城乡规划、生命线工程选址等
提供重要依据，全面提升我省
防震减灾的科学能力。”省地震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本报讯 1月 8日，郑
州市惠济区举行了中原现
代花卉科技博览园项目签
约仪式。惠济区委书记马
军，区委副书记、区长丁文
霞等领导和签约企业森禾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勇平、副总裁兼设计院
院长吴兵等参加了本次活
动。签约仪式由郑州农业
高新区党委书记钱世哲主
持。

签约仪式上，惠济区
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李
伟光与森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设计院院长
吴兵分别在项目合作书上
签字，这是惠济区加快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迈出
的重要一步。

中原现代花卉科技博
览园项目以花卉产业为核
心、生态旅游为主导、产业
融合为关键，将建成集现
代农业、花木欣赏、苗木交
易、市民休闲、旅游集散、
科研科教科普文化普及于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成为
北方地区最大的花卉博览
园。

该项目占地总面积约
33000亩，总投资约45.66
亿元。规划范围东至郑新
黄河大桥、西至010乡道、
北至黄河南岸、南至黄古
线，分为投资28.42亿元的
18000亩高科技精品花卉
产业和投资17.24亿元的
15000亩郑州市后花园两
大板块。

本报讯 1 月 8日，中
牟县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
集团、郑州联通公司智慧
中牟暨“城市大脑”建设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中牟成
功举行，这标志着中牟县
城市智慧化、产业信息化
步伐进一步加快。中牟县
委书记潘开名，县长楚惠
东和阿里巴巴集团、蚂蚁
金服集团、郑州联通公司
等相关负责人出席签约仪
式。

签约仪式上，中牟县
县长楚惠东，郑州联通公
司总经理朱焰天，阿里巴
巴集团数字政府事业部河
南区总经理马磊分别致
辞。随后，在三方领导的
见证下，中牟县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任程伟，阿里
巴巴集团数字政府事业部
河南区副总经理李刚，中
国联通郑州分公司副总经
理马成共同签署了《“智慧
中牟”暨“城市大脑”建设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
共同推动建设中牟县“城
市大脑”，强力助推“智慧
中牟”建设，赋能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

去年以来，中牟县牢
牢把握5G、大数据、“互联

网+”等新产业、新技术、新
模式发展机遇，成为全省
第一个联通 5G 试点县，

“5G+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在全省率先启动，数字化
为中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牟
的经济发展质量连续两年
稳定在全省前3名，投资潜
力挺进全国百强县前 10
名，综合竞争力上升至82
位；首次进入全国科技创
新百强县。下一步，中牟
县将继续抓牢数字经济这
一带动经济增长、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
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城
市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效
能。

在合作过程中，三方
将充分整合平台、技术、人
才、资金等战略资源，以建
设“城市大脑”为契机，在
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数字
产业等领域全方位开展合
作，为中牟人民打造触摸
城市脉搏的数字化媒介，
激发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
的“化学反应”，携手搭乘

“网上丝绸之路”快车，共
同驶向高质量发展更加美
好的明天！

100多个郑州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中，评选出20个先进办事处（乡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悦生 实习生 范琦琳

☆2019年度民生服务居民口碑榜先进办事处
凤凰台街道办事处、大学路街道办事处、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南阳路街道办事处、明

港街道办事处、博学路街道办事处、沟赵街道办事处、樱桃沟景区管委会、莲湖街道办事
处、国基路街道办事处、丰产路街道办事处、林山寨街道办事处、建中街街道办事处、祭
城路街道办事处、白沙镇、龙子湖街道办事处、秦岭路街道办事处、马寨镇、淮河路街道
办事处、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2019年度大河手机办事处优秀通讯员
樊文广、程聪聪、华凯、林苏茜、赵高上、崔慧娟、张延斌、孙晶晶、魏少杰、吴蒙蒙、王

振科、刘新宇、乔贺、张佳莉、袁书华、朱伟杰、孙小雪、李少贞、陈静洲、刘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李静雅 通讯员 刘臻 张婷婷

惠济区又签一个大项目！
黄河滩地建北方地区最大的花卉博览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刘娇

数字赋能 智“惠”中牟
中牟县牵手阿里巴巴、
郑州联通共建智慧“城市大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董晨辉

1970年以来
我省平均每年发
生 2.0 级以上地
震9.2次；3级以
上地震1～2次；4
级地震约0.4次，
“也就是说我省每
两年半发生一次
4级地震。2019
年河南省 2.0 级
以上地震 10 次，
略高于1970年以
来年均值。”

2019年我省共发生1.0级以上天然地震62次 其中包括9次2级地震

快看，这些街道办事处赢得居民口碑

省地震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地震比前年地震多了5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