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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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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 13598890572、13513805862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春达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注册号41010521046
7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4920001798502 开 户 银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封大梁路支行,声明作废

●声明:李俊丽与郑州市长城房
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定的
《房屋先行交付协议》,收据票
号为 7717720,金额 106791元；
收据票号为 9018692,金额 213
583元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千笔万
画工作室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
0100MA4788B221丢失声明作废
●郑东新区白沙镇艾微衣服装
店营业执照副本92410100MA4
6FJJN29遗失，声明作废。
●肖景云,甘肃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专业的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 107351201905000177)和学
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10735420
19001135）遗失,声明作废。
●肖景云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校
报到证 (毕字第 10735200613
号)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工业大学李欣雨学号20
1741020202,学生证遗失作废
●张宏涛的士兵证件丢失,士兵
证号 20180334233 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百度饮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10100MA45AP
FE1P,声明作废。

●郑州市华兴液化气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票 49份：发票

代码 041001900104,票号 510
77471、 51077748-51077750、
51077752-51077755;代码 041
001900204 票号 30989164-30
989169、30989171-30989176、
30887273-30887286、 308872
89-30887290、 30887292-30
887296、30887301-30887305、
30887319-30887321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1430807，姓名为徐
淼淼，出生日期为2015年06月
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本人王超琦、王桂兰不慎将由

河南正商新府置业有限公司

于 2019年 9月 9日开具的金域

世家定金收据 (编号:4022113,
金额 1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焦梦辰,身份证号:41010319
9011270025,我本人不慎将河
南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开具的房款发票(发票代
码:4100154350,发票号码:0020
2651,金额:1264920元,开具日
期:2016年9月2号，房号为13-3-
1001)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禹州市保顺贸易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
JY14110810049624) 正 、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武丛文遗失河南伟业博
郡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编号 SHHJ0021560 金额 5 万
元,编号 SHHJ0021568 金额 3
00000 元, 编 号 SHHJ0021740
金额 191233 元,编号 SHHJ00
21765金额 97625维修基金收
据编号 SHHJ0021739 金额 87
67元,丢失声明作废。
●韩玉燕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 16级护理专业毕业证书遗
失，证号豫教普专证字 2019
410100205077, 声 明 作 废

●王什一出生医学证明 L410
079950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春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10105772154114,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中原物流港正
时运水产商行公章遗失，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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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业]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把我国制造业和
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如何？有哪
些突出的成绩？

全国首个5G无人矿山
为何在河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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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机）视察，一年过去了，如今的郑
煤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再次创下新的“世界第一”纪录，擦亮了河南制造
业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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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煤机首套成套化
智能综采工作面在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二矿运行，实现了中
国智能综采装备新的突破。

“用人减少了一半，工作效率
提高了一倍。”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二矿代理矿长郭明生说。

据了解，新一代信息技术
同人工智能相互融合，正给全
球采煤业带来一场前所未有
的革命。有了郑煤机自主研
发的全国首套成套化智能综
采设备，煤矿人“坐在地面采
煤”的梦想变成现实。

2005年，郑煤机为国内
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成
功研制出4.5米液压支架。“这
是神华使用的首套替代进口
的本土化产品，打破了国外煤
机巨头垄断中国高端煤机市
场的局面。”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张宏说。

自此以后，郑煤机保持了
在世界液压支架研发和制造
方面的绝对优势。6.5 米、7
米、8 米……纪录不断被刷
新。2018年，在神华神东煤
炭集团上湾煤矿，郑煤机研发
的8.8米电液控制两柱掩护式
液压支架下井调试成功，顶起
了“世界第一高”的综采工作
面。

“一切都在于持续创
新。”郑煤机董事长焦承尧
介绍，郑煤机掌握了国内液
压支架生产的核心技术，也
具备放手参与国际竞争的
必要条件，自主研发的液压
支架产品开始进入俄罗斯、
土耳其、澳大利亚、美国等
国家，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

据了解，郑煤机经过多
年发展，具备较为完善的管
理体系架构，郑煤机目前已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四合一
管理体系。为企业提高产
品品质、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和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其中EN3834l
国际焊接企业认证，证明郑
煤机具备了高端装备焊接
水平的实力，为更好地开辟
国外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郑煤机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郑煤机集团将围绕
成套化、智能化发展战略开
展《工作面巡检机器人》《智
能开采工业互联网平台》
《智慧矿山系统》《超大伸缩
比液压支架研究》《液压支
架超高强度易焊接钢板研
发》等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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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无人驾驶挖掘机铲起
矿石倒进无人矿卡车内，车厢装满
后，无人矿卡车自动驶离现场，驶向
2公里外的碎矿站……

这就是河南企业跃薪智能研发
生产的5G无人矿山机械，成功实现
了矿区钻、铲、装、运全程无人操作
的远程调度，系国内首次将5G技术
应用到矿山开采领域。

成立于2016年的跃薪智能，是
一家专注于绿色智能无人矿山领域
的高新技术研发企业，该企业先后
经历了近程遥控、远程操控、单车无
人驾驶、智能管控、5G网络运用等
发展阶段。

2019年，伴随着5G的东风，跃
薪智能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打造出
了露天矿区钻、铲、装、运全程无人
操作的远程调度系统，并成功在洛

钼集团三道庄钼钨矿区成功运行，
该矿区成为全国首个拥有5G技术
的智能无人矿山。

“目前我们用在矿区里的机械
设备包括无人挖掘机、无人钻机、30
辆无人驾驶纯电动矿用自卸车，这
些设备接受无人矿山调度系统的统
一调度。”跃薪智能总工程师杨辉表
示，设备和操作系统的运行都是在
5G网络环境下进行，能够实现日开
采量3万吨。

在能源消耗方面，若电动智慧
无人矿山解决方案在全国推广应
用，每年可减少原油消耗 2000万
吨，减少四项污染物排放130万吨，
提升矿山生产效率30%，节省采矿
成本46%，每年达2500亿元。

5G无人矿山，不但节约人力成
本，还减少矿区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

全国首家5G无人矿山落
户洛阳

5G无人矿山对河南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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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机
又取得哪些新突破？

郑煤机为啥能频频
刷新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