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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面房招租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定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 8：30 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 17：00，

在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网络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整体打包招租位于郑州市钱
塘路 82 号郑州二七纪念堂南配楼一层外墙门面房的租赁权（门面房 21 间，建
筑面积共计约 300 平方米）。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 17：00 前
持有效证件到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咨询、报名。报名时需缴纳 40 万元保证金

（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本次转让按照委托方要求，采取整体打包的方式出
让。标的委托挂牌价为年租金 80 万元整，租期 1-3 年（铁路博物馆立项后委
托方会随时解除合同）。

标的展示时间：2014 年 1 月 23 日—2014 年 1 月 26 日
网上标的展示：www.360jinqiao.com 标的展示地点：郑州市钱塘路 82 号
咨询电话：67189125 67189159 联系人：李长伟 王英健
报名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1 号郑州国资大厦一楼大厅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
2014年1月13日

2014年度公路建设大中修及小修保养工程项目重交沥青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沥青采购公开招标，欢迎有

能力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建设地点：南阳市城区。
3.招标范围：2014 年度公路建设大中修及小修保养工程项目

道路重交沥青采购。
4.具体内容详见下述媒介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日报》、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城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377-63188069

2014年1月13日

如今，行走在新乡市的街道上，
不时会有车身呈绿色的纯电动汽车
从身边驶过，几乎听不到任何噪音。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大气
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纯电动汽车
作为新能源汽车，最大优势就是绿
色环保，无污染，可在源头上有效抑
制雾霾天气的产生。”新乡新能电动
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纯电动汽
车每公里耗电 0.14 度，成本仅 0.31
元，比燃油成本降低 57%。

近年来，省科技厅着力培育以
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
造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
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

在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下，
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起步到成长
到快速发展。

夯实基础 蓄力发展

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国家明确提出支持中原经济
区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我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更是为其发展提供了大平台。

近年来，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快速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郑州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智能手机生
产基地；在生物领域，我省生物医药
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汽
车、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在全国领先。

我省把“十二五”时期作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夯实发展基础、提升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时期，加大扶持力
度，陆续出台财税、金融、人才等方
面的扶持政策，鼓励科技型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形成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科技金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驱动器。2012 年，省政府与招
商银行合作实施“千鹰展翼”计划，
每年在我省发掘 200 家科技创新型
企业，3 年建立 600 家客户群，提供
不低于 100 亿元的综合性金融支
持。目前，已建成 3 家“千鹰展翼”
专业支行，授信科技企业额度 120
多亿元。

培育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
系，发挥科技金融结合引导资金作
用，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
补偿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集合
贷款业务，引进先进运作模式和运
行机制，大力发展和壮大科技创业
投资，省科技厅与美国 VC 创业投
资联盟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和腾飞的生命线。全省已
建的 189 家院士工作站中属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的占 60%以上；积极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国家“千
人计划”12 人，入选人数居中西部
前列；郑州市高新区作为我省唯一
的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
地，先后引进 300 多名海外留学归
国人才。

发展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是催生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途径。省科
技厅采取不同方式支持初创期、成
长期和壮大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发
展。2013 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中，我省
共有 158 个项目获得支持，资助金

额 1.05 亿元, 我省已连续四年获得
国家创新基金资助金额过亿元。

创新基金的资助有效缓解了我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资金
短缺，激发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
新热情，对我省加速经济结构调整
和发展方式转变起到推动作用。

聚力产业孵化 打造发展引擎

以各类产业基地、高新区和产
业集聚区为依托，加强科技企业孵
化器建设，使之成为我省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和孵化场
所。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快速发展对
我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层次
领军人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全省共建设省级以
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60 家，其中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 15 家，位居
中部六省前列。

近期，国家技术基地转移郑州
中心已获国家批准建设，这是继中
关村技术转移集聚区之后，国家批
复的第二个区域性技术转移中心。

国家级高新技术基地作为国家
“技术创新引导工程”重点建设内容
之一，在我省建设总数达 14 家。我
省郑州高新区智能仪器仪表创新型
产业集群、南阳高新区防爆装备制

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被确定为“国家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至
此，全省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
育）总数达到 3 家，与湖北、安徽并
列中部六省首位。

加快推进高新区二次升级，增
创产业发展新优势。2012 年 8 月，
国务院批复新乡高新区升级为国家
级高新区，我省国家级高新区总数
增加到 5 家，领先中部地区。与此
同时，省政府批准信阳产业集聚区
等 7 家产业集聚区升级为省级高新
区，我省高新区的数量达到 21 家。
2013 年全省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
同比增长 20%。

助力跨越发展 形成集群优势

省科技厅启动实施“战略性新
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在重大
科技专项、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科
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资金等各类科技计划和重大科
技工程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支持力度，培育形成了一批特色
突出、竞争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

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建智能电
网、物联网、新能源汽车、高分子功
能材料与新型纤维、兽药、中药、环

保技术及装备等省级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并依托联盟实施了“纯电
动城市客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等 5 项重大科技专项，有效提升
了我省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形成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省科技厅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省重大科
技专项共 126个课题，占课题总数的
70%，带动项目总投资 232.49 亿元，
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 1136.41 亿元。
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引领了先进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型能源和新能
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省
科技厅重点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领
域，实施省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共
计 五 批 次 157 项 ，项 目 总 投 资
136.48 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

风物长宜放眼量。按照省政府
《“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未来 3 年，我省将着力打造电子信
息制造、生物医药、轨道交通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 12 类重点产业集群，
重点培育智能手机、新型显示、半导
体照明、网络终端四大特色产业链
和产业集群，“十二五”期间努力实
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 25%以
上。③9

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始“加速跑”
□本报记者 王 晖 李凤虎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创新驱动创新驱动 加快发展加快发展””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⑤⑤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 苑海震）
干燥的空气和持续的雾霾，让我
们更加盼望雨雪的到来。遗憾的
是，本周，让我们望眼欲穿的雨雪
依旧无影无踪。

据省气象台 1 月 10 日发布的
天气预报，本周我省基本没有降
水天气，预计全省周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明显偏少。

不过，本周内影响我省的冷
空气势力也较弱。预计全省周平
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周中后

期气温偏高明显。
周平均气温：西部山区和北

部零下 1℃～0℃，南部 2℃～3℃，
其他地区 1℃～2℃。周内极端最
低 气 温 ：西 部 山 区 和 北 部 零 下
9℃～零下 7℃，南部零下 4℃～零
下 2℃，其他地区零下 6℃～零下
4℃。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本周三，
受中等偏弱冷空气的影响，全省
有 4 级左右的偏北风。冷空气影
响时，气温有所下降。③9

本报讯（通讯员乔智勇）1月
11 日，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 2013
年度大会在郑东新区会展中心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
校长周其凤到会演讲，来自全省
各地的千余名校友参会。

周其凤带领大家回顾了北
大 10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人
文精神，重点介绍了目前北大的
学科设置及产学研发展情况，鼓
励更多优秀的中原学子报考北
大。在演讲最后，周其凤说，河

南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
河南校友立足中原，服务社会，发
挥高知性、专业性的特点，在国家
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中
展现风采。

演讲结束后，大会还举行了
北大河南校友会助贫基金揭牌
仪 式 ，企 业 家 校 友 现 场 踊 跃 募
捐，共筹得善款 110 万元，以资
助北大河南籍贫困生更好完成
学业。③10

本周不太冷 雨雪还没影

忆流金岁月 谋中原发展

本报讯 （记者董 娉）2014 春
运大幕虽未开启，但是，线上线下
的抢票大战已经提前上演。特有
的春运单边流特点，致使目前郑州
去往全国各地的火车、飞机票均较
为宽裕。但是除夕前，从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返郑的火车票已经基
本售罄。

铁路：
北上广返郑车票基本售罄

一张车票，承载着太多的乡
愁。过了“小年”（腊月二十三），在
北上广生活、工作的河南人都要回
家过年，这形成春运特有的旅客客
流的单边流。记者昨日登录 12306

网站查询发现，节前，郑州至北上
广等一线城市车票充裕，而从“小
年”往后，北上广返回郑州的车票
基本已经售罄。

12306 网站显示，从腊月二十
五到二十九，北京至郑州方向的所
有车票均已经售罄。上海至郑州
方向，从腊月二十三一直到腊月二
十九，几乎所有车票也已经没有。
广州至郑州，腊月二十四至二十
九，所有车票均已经卖完。深圳返
回郑州，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均已
没有任何票。铁路部门人士提醒，
深圳当地如果买不到票，不妨迂回
一下，从深圳买到广州后，再从广
州买到郑州的车票。

对于没有“抢”到火车票的旅
客，铁路部门建议可以在三个时间
点再试试有没有车票。1.抢票后的
45 分钟以后，一些旅客由于是多人
抢票，在支付时间45分钟后，对于抢
到的多余车票，会被陆续退回系统，
这时可能还会有余票；2.根据退票的
规律，一般在晚上 10点到 11点是旅
客退票的高峰，也可在这时“捡漏”。
3.开车前一到两天，占票的旅客基本
可以确定自己的出行日期，会在自
己有把握的情况下把票退回。

民航：
郑州机场进出港机票宽裕

如果网上没有抢到火车票，捡

漏也不成功的话，不妨提前下手看
看机票。记者 1 月 12 日从郑州机
场售票处获悉，目前，郑州飞往各
地的机票均较为充足，个别航线还
有较低折扣。机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1 月 16 日正式进入春运后，
机票将开始紧张。

目前，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返回郑州的机票，相对较为紧张，
均是全价，但都还有票。不过，记
者在携程旅行网查询发现，除夕前
的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从北
京返回郑州的机票已经售完。此
外，这两天从郑州飞往三亚等旅游
城市的航班，搜索显示机票已经售
完。③10

本报讯 （记者李 林）为方便
购买联网票的旅客转乘，郑州长途
汽车中心站自 1 月 10 日起，联合郑
州公交公司新增发往汽车东站、西
站、南站、北站的四条线路公交直
通车，实现市内长途客运站之间旅
客“零换乘”。

这 4 条 线 路 分 别 是 ：305 路 、
302 路、317 路、520 路，运营时间为
8:30—18:30，票价 2 元。③10

4条公交直通
郑州长途汽车站内

除夕前 北上广返郑火车票基本售罄

买不到火车票？三个时间点可“捡漏”
飞机票目前相对充裕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刘海涛）1 月
12 日上午，许昌举行三国文化产
业园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据了
解，该项目预计到 2018 年全部建
成并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成为全
国三国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 闻 听 三 国 事 ，每 欲 到 许
昌。”许昌是著名的三国文化之
乡，是三国文化积淀最丰富的地
方。但多年来，许昌的三国文化
听头儿多、看头儿少，资源多、开
发少，丰富的三国文化资源并没
有给许昌带来文化的繁荣。

为实现重大文化产业项目
带动战略，许昌市立足三国文化
资源，“高起点站位，高标准规
划，高效率推进，高水平运作”谋

划了三国文化产业园项目。
据了解，这次签约的三国文

化产业园项目位于灞陵桥景区
及 周 边 区 域 ，规 划 占 地 总 面 积
1318 亩，概算总投资约 48 亿元，
主要包括三国大剧院和三国文
化产业综合体两大部分，与规划
中的灞陵湖相呼应为一整体。

三国大剧院项目包括剧场
及大型情景剧演出，大剧院预计
投资 6 亿元，拟建筑面积约 1.8 万
平方米，有近 1800 个座位，它是
为情景剧的剧情量身打造的大
型建筑，建成后将成为国内一流
的大型融入式互动剧场，能给人
们带来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文
化视觉盛宴。③7

许昌三国文化产业园签约

本报讯 （记者阙爱民 通讯
员余修师 刁良梓）1 月 10 日，记
者从镇平县获悉，在刚刚结束的
2013 年省玉石雕刻大师评选中，
全省共有 100 人荣获“河南省玉
石雕刻大师”称号，其中镇平县
就有 71 人上榜，占全省的 70％以
上。至此，该县省级玉雕大师达
191 人。

镇平县玉雕加工历史悠久，
特别是近年来，该县借助县工艺
美术职业中专和玉雕职业高中、
县宝玉石协会玉雕高层人才培
训 基 地 等 ，每 年 培 训 各 类 人 才
1600 余人。此外，该县还邀请省
工艺美术大师黄德一开办玉雕
高级研修班，每年集中培训 100
名县内玉雕新秀。③9

2013年省玉石雕刻大师评选结果出炉

全省玉雕大师 镇平占七成

▲“天鹅湖”夕照。

◀引颈向天歌。

▼人们近距离观赏白天鹅。

三门峡黄河湿地是白天鹅的栖息地，每年都
有上万只白天鹅从西伯利亚经过长途迁徙到这里
越冬。该市依托白天鹅特色资源，先后投资 3.5 亿
元，完善了青龙坝、苍龙坝、沿黄观光路等基础设
施，打造出了一张以“天鹅湖”为主要景观的城市
名片。

“天鹅湖”水面达 2070 亩，今年在这里栖息的
白天鹅有 2000 多只，人们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和白
天鹅相处。⑤2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 月 12
日，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
发布消息，受公交、地铁两套系统
兼容影响，原定 13 日启动的原公
交卡与绿城通卡免费置换服务延
迟，具体时间再另行通知。

绿城通卡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 发 行 至 今 ，办 卡 量 已 超 18 万
张，最终将实现坐公交、乘地铁一
卡通用。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责
任公司监事刘广乐说，原公交卡
与绿城通卡免费置换量有 470 万
张，经过半个月的系统调试，公交

卡刷卡系统不稳定，无法双向识
别卡内金额所属公司，故延迟免
费置换服务。

目前，一卡通、公交公司、磁卡
公司正在积极协调对接，未来会在
郑州市公交总公司 6 个直属充值
网点——紫荆山、医学院、郑州国
棉六厂、文化路红专路、郑州电车
公司、郑州汽车客运东站，开展绿
城通卡免费置换服务。

绿城通卡的老年卡办理工作
将于 4 月前启动；绿城通卡的学生
卡办理工作将于 9月前启动。③10

原公交卡与绿城通卡免费置换服务延迟

市民换卡还得再等等

本报讯（记者栾 姗）“我购买
的绿城通卡充值充不上、进出站刷
不上，怎么回事？”不少网友向记者
反映，在使用绿城通卡的过程当
中，会出现信息被锁死的现象。

据介绍，市民持绿城通卡乘
坐地铁进站时，如果在警戒线之
内刷卡超过三次，卡片数据信息
会被锁死；市民持绿城通卡乘坐
地铁时，须在 120 分钟内出站，超
时卡片数据信息也会被锁死。市
民持绿城通卡进行充值时，须在
带有绿城通卡标识的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郑州银行、
移动营业大厅等 500 个客服网点
进行充值，非网点充值也会造成
卡片数据信息被锁死的情况。

1 月 12 日，郑州市一卡通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刘广乐提醒说，如

果市民遭遇了绿城通卡信息被锁
死的情况，可前往郑州城市一卡通
有限责任公司的 5 家直属客服中
心进行解锁。这些直属客服中心
点的地址分别是：

会展中心中国移动营业厅：郑
东新区 CBD 商务内环路与通泰路
交叉口；

东大街中国移动营业厅：郑州
市东大街 59号（紫荆山路与东大街
交叉口往西 200米路北福华大厦）；

陇海路中国移动营业厅：郑州
市陇海路勤劳街 1 号；

经三路中国移动营业厅：郑州
市经三路与东风路交叉口向南 50
米路东；

秦岭路中国移动营业厅：郑州
市秦岭路中段路东，建设路以南岗
坡以北长城新干线 13 号楼。③7

绿城通卡充值、进站时被锁死

5家直属客服中心可解锁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
员杨沛洁 贾志琼）1 月 12 日，在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会议室
里，“煤炭综采成套装备及智能
控 制 系 统 ”项 目 竣 工 验 收 会 召
开。上午 11 点 30 分，该项目通
过国家验收委员会的验收。

“煤炭综采成套装备及智能
控制系统”是首批国家智能制造
装备发展专项项目，由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负责研制。其核心技
术是：将采煤工作面上的所有设
备集成为一个系统，使设备之间
实现智能监控；而监控获得的信
息又被传至地面的调度室，调度

室则根据信息远程控制井下综
采设备，从而实现综采工作面的

“自动化”、“少人化”。
该项目 2011 年 10 月开工，

2013 年 10 月建成，先后完成了采
煤机机载控制器等多项智能化
系统，并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六
矿井下进行工业试验，取得了采
煤 200 多万吨的业绩，采面人数
也大为减少，关键核心智能装置
的国产化率达 70%以上。

在同意通过验收的同时，验收
委员会建议，进一步扩大该系统的
产业化规模，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③1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煤炭综采成套装备及智能
控制系统”通过国家验收

■关注绿城通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