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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
1 郑州火车站大同路黄河平大厦

一楼商铺出租，面积 15-60㎡，价格
面议。

2 德化街四楼仓库出租，面积
30-200㎡，带电梯，可自由组合。

3 高铁东站凯利国际中心A座三
楼860㎡精装loft出租，带部分家具，层
高5米，另有负一层少量车位出租。

以上房产均为房东直租，无中介。
联系电话13598859377、1367690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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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我省品牌“让世界有第二种选择”
河南自有品牌Huanghe在数字峰会上吸睛无数，记者带你看“Huanghe”诞生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文图

10月12日，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开幕，在主宾省河南的展馆内，Huanghe品
牌服务器和计算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10月13日，闽江畔，黄河鲲鹏生态合作签约仪式上，南
威软件、长亭科技、星辰天河等十余家龙头企业与Huanghe“喜结良缘”。从正式对外公布到
亮相国字号盛会，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Huanghe为什么吸睛无数？10月14日，大河报记
者专访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文青，为您揭秘“Huanghe”诞生记。

亮相全国市场，展示河南
成果，Huanghe 迈出重
要一步

作为河南数字产业发展的
重大成果，Huanghe服务器和
PC均采用鲲鹏路线，整机国产
化，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产计
算机从过去不好用到基本可
用，再到高效好用的根本转变，
Huanghe品牌的服务器采用
纯粹的中国芯，它在性能上，完
全可以比肩intel最强芯片。

这是Huanghe第一次走
出河南省，面向全国市场亮相，
其 实 此 时 距 离 9 月 28 日

“Huanghe”品牌正式对外发
布，才过去了半个月，一出道就
迎来高光时刻，黄河科技集团
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郑文青这样评价Huanghe
在此次峰会上的收获：“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是一个全国性数字
成果展示，Huanghe作为河南
省自主品牌，国产化的主力军，
在本次峰会期间向全国展示了
性能优良的产品，也和行业的
生态伙伴进行一次深入的交
流，收获很多合作意向，为
Huanghe品牌走出河南面向
全国迈出重要一步，在此次峰
会期间，我们举办黄河鲲鹏生
态合作签约仪式，旨在全国高
层级行业盛会上，发出黄河声
音，展示黄河成果，共拓黄河市
场，共建黄河生态。”

“让世界有第二种选择”，
Huanghe 的 底 气在哪
里？

在黄河鲲鹏产业培育上，
河南省委省政府抢抓自主可控
重大窗口机遇，旗帜鲜明、义无
反顾地参加到国家IT业“振芯
铸魂固根”的生力军之中。在
华为公司的鼎力支持下，围绕

“立足中原，面向全国，让世界

有第二种选择”的目标，在郑州
组建了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
心，在许昌打造了混合所有制
的制造基地，在新乡建设了鲲
鹏软件园，在省政务系统率先
使用了鲲鹏服务器，在20所大
学开办了鲲鹏学院培养人才。

郑文青告诉大河报记者，
研发、生产、销售基于鲲鹏架构
Huanghe品牌服务器和微型
计算机系列产品，黄河科技集
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产
品、销售、售后等方面都有信心
参与市场竞争。

在产品层面，Huanghe产
品性能强劲，高效好用，得到客
户的一致满意；在公司层面，公
司有专业的研发团队，销售团
队，更有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因此，黄河有底气喊出

“让世界有第二种选择”的口
号。

“从黄河鲲鹏立项到首批
产品下线仅用58天；35天完成
2条黄河鲲鹏服务器和台式机
生产线建设并投产；仅用不到
30天，黄河鲲鹏主板生产线投
产，具备年产主板25万块生产
能力。一次次刷新的黄河速
度，表明了河南‘振芯铸魂固
根’的决心。”郑文青说，对于
黄河来说，最大的机遇是赶上
了国产化替代，得到了省委省
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华为公司的各方赋能以及合作
伙伴的加持，使得黄河能在短
时间内得到工信部的认可、中
标联通集采、成功把阿里飞天
云在Huanghe 产品上运行，
其间每一次成功都是一份荣
耀。

未来5年
Huanghe发展目标已定

河南是人口和经济大省，
市场潜力巨大，当前又迎来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两大国
家战略，河南数字经济的发展
将插翅腾飞。

郑文青表示，未来 5 年，
Huanghe的发展规划清晰且
脚步铿锵：

2020年，形成年产Huang-
he 服务器 36 万台、PC 机 75 万
台、主板 25 万片的生产能力；
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在政务系统
全面推广，鲲鹏产品适配认证
平台和标准化认证体系初步建
成。培养 2000 名鲲鹏技术应
用型人才，校企共建10所鲲鹏
产业学院，完成 100 家软件开
发商业务产品的适配测试。

2021 年，初步构建以国产
CPU/GPU/存储等核心技术部
件、主板、结构件等关键零部件
为依托的整机制造硬件生态体
系。PC 机、服务器、笔记本电
脑和平板电脑销售超50万台。

2022年，形成年产Huang-
he服务器50万台、PC机100万
台、平板电脑50万台的生产能
力，实现重点行业领域应用全
覆盖，销售收入超 100 亿元。
黄河信产公司周边集聚一批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力争Huang-
he 品牌影响力进入国产化第
一方阵。

2023年，实现IPO上市。
2025年，形成年产Huang-

he服务器80万台、PC机135万
台、平板电脑100万台的能力，
实现Huanghe品牌“立足河南，
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
标。黄河信产公司销售收入达
到 300 亿元，许昌成为国内重
要的国产化计算产业基地。

第三届数字中国峰会上，游客在围观Huanghe计算机。

打好扶贫“组合拳”
“电亮”致富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本报讯 10月14日上
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河南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
——电网升级扶贫专场，介
绍河南省电网升级扶贫脱
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并就
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2016—2018 年为电网脱
贫改造阶段，累计投资306
亿元，完成 53个贫困县、
6492个贫困村、1235个深
度贫困村电网脱贫改造，实
现电网脱贫“两提前”（贫困
县、贫困村电网脱贫分别较
全省整体脱贫计划提前一
年、一年半完成）。

2019-2020年持续巩
固电网脱贫成果，在贫困地
区投资111亿元，重点完成
贫困县123座变电站建设
及1500个非贫困村电网改
造，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强供电保
障。聚焦“三山一滩”等贫
困地区，做好全省858个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人口入
住后续供电服务，安排专属
客户经理对接扶贫产业发
展用电需求。

经过大规模的建设改

造，贫困地区各级电网供电
能力均得到大幅提升，其中
10千伏电网供电能力实现
翻番，贫困村户均配变容量
提升至“十三五”初的 3
倍 。 售 电 量 年 均 增 长
9.4%，较全省平均水平高
出3.6个百分点。

在政策落实方面，开辟
光伏扶贫项目绿色通道，简
化并网环节，优化服务流
程，践行光伏扶贫项目“配
套电网同步投运、光伏发电
全额消纳、上网电费月结月
清、新能源补贴及时转付”
的服务承诺。保障全省2
万余个光伏扶贫电站及时
并网投运，累计全额支付购
电费28.8 亿元，及时转付
新能源补贴7.1亿元，惠及
贫困户40.8万户。

落实我省低保五保每
户每月10度电量电费减免
政策，2016年以来共减免
电量16.1亿度，减免电费9
亿元。执行阶段性降低工
商业电价5%政策，预计全
年减免电费超50亿元。

在定点扶贫方面，择优
选派256名驻村第一书记
定点帮扶203个村，累计带
动5.3万人脱贫等。

华丰·第四届中原批发商大会
将于10月17日开幕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兴佳

华丰家居建材城·第四
届中原批发商大会将于10
月17日上午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大会将围绕

“大变局下的突围与成长”
主题，邀约 2000+商户老
板，就中原商贸业突围与成
长，共谋时代解决方案。

大会邀请到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围绕《以新发展格局
重塑我国经济新优势》这一
主题，展开详细阐述。

《发哥问局长》《发哥问
董事长》是大会的王牌节
目。《发哥问局长》环节，市
场发展中心、规划局等行业
相关部门将登台发布信

息。《发哥问董事长》环节
里，明星市场掌门人将共同
分析市场外迁走向、行业大
势去向、时代发展方向。

本届大会同时又有诸
多创新，一是新设置了“#
批发商大会达人秀#短视
频互动”，共奏批发商大会
序曲；二是设置“‘战疫’兴
商共赢大奖”，对“战疫”和
兴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担
当企业和个人给予感谢、表
彰和鼓励。三是今年的中
原批发商大会还是第26届
郑交会的重要组成，将与郑
交会同期举办，河南商贸物
流行业从业者将能共享更
大的圈层资源红利。

郑文青介绍Huanghe产品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