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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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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福彩之声 受有关单位委托，汝州郑铁三佳道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35%股权通过河南
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开挂牌
转让，挂牌价为：2130.10万元。

一、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
围：生产、销售：铁路道岔、辙叉、配件、轨枕、高
速铁路轨道板、钢结构产品。

二、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该公司 2014
年 7月 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郑州铁
路局批准（郑铁经函〔2014〕727号）。

三、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按收益法评估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6086万元。该评估结
果已经中国铁路总公司备案。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2）具
有良好的商业信用；（3）具有独立的法人主
体资格，成立不少于 5 年，注册资本不低于
人民币 3000 万元，总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4）具有铁路高铁线路配件生产资质

（需提供证书）；（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该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

受让方受让成功后，需在 3 个工作日内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六、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8 日 17：30。若
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
向受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包括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标的
企业股东/合营各方/职工/承租人等）请在公告
期内到中心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并向
中心缴纳保证金 2000 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
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
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
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
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其他详
情见中心网站：http://www.hnprec.com。

联系人：任女士
联系电话：0371-66285717 66285718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 11月 1日

汝州郑铁三佳道岔有限公司 35%股权转让公告
豫产交公［2014］95号

2014年 10月 26日，双色球 5亿元派奖活
动正式开始。本次派奖堪称史上最大力度派
奖，规模空前。我们河南彩民在这次派奖活
动中也延续了以前在派奖期间连中大奖的良
好记录——在前三期开奖中连中三注投注，
其中 10月 28日开奖的 2014125期还中出千
万级头奖一注，单注奖金 1089万元。

据悉，我们河南省中出的三注头奖为双
色球 2014125 期与 1012126 期，其中，10 月
28日开奖的 2014125期，我省周口市一位幸
运彩民在当地健康路西段福彩第 41770232
号投注站凭借一张 8+1 的小复式投注票擒
获当期全国五注头奖中的一注，获得奖金
1089万元（含加奖 200万元）。10月 30日开
奖的 2014126期中，我省彩民更是中得当期
全国 28 注头奖中的两注，单注奖金 606 万
元。一注 10元单式中奖彩票售自位于洛阳
市 洛 龙 区 李 楼 乡 高 村 路 口 的 福 彩 第
41030905 号投注站，另一注也为 10 元单式
中奖票则售自位于开封市阀门厂西岗亭的
福彩第 41020058号投注站。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区
别仅仅在于个人能否有机会去实现
它。近日，来自郑州的幸运彩民张
先生在领取了双色球 2014120期的
五注大奖奖金 2962万元后直言：自
己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和
底气。

张先生中得是双色球 2014120
期大奖，在该期开奖中他在位于郑
州市丰产路与文化路交叉口东 100
米的福利彩票第 41010313 号投注
站用一张 10 元的五倍投注票将五
注双色球一等奖收入怀中，单注奖

金 592万元。张先生讲他是一位忠
实的福彩双色球彩民。数年前来到
郑州工作的他一直梦想着能在郑州
拥有自己的事业，在事业成功后可
以将家人都接来郑州一起生活，可
高涨的房价却总是比他的工资上涨
得快，在得知福彩双色球几乎期期
都出头等奖后，他就坚持每期买上
几注双色球彩票，因为他知道这也
许可能是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唯一
机会。

10 月 15 日中午，张先生吃过
午饭后像往常一样来到附近的福

彩 41010313号投注站购买彩票，在
简单查看往期中奖号码走势图后，
他凭着感觉写下了一注双色球号
码，“老板，现在奖池有多少钱啊？”

“多着呢，好几亿，你不中个几十注
还弄不完。”简单的一问一答后，张
先生选择了五倍投注。“收入不高，
又要期期买彩票，要不我最低也要
弄个十倍投注”。买过彩票后，他
仔 细 地 将 这 张 彩 票 折 好 放 入 钱
包。到第二天夜晚，张先生像往常
一样坐在电视前观看中国教育台
双色球开奖节目，当七个号码仿佛
是按照他的心里想的一样蹦出来
时，他差点就坐不住了。强按住激
动的心情，直到睡前他才将这个喜
讯告诉自己一个关系要好的工友，
并最终在工友的陪伴下领取了这
笔千万级大奖。

“总算可以实现心中梦想了。”
领过奖金后的张先生显得精神百
倍，他说会与这位工友一起创业，争
取在实现事业成功的同时，用这笔
奖金给更多的工友带去福气。

福 彩 双 色 球 千 万 大 奖
助郑州彩民实现心中梦想

双色球 5亿派奖启程
河南彩民连中三注头奖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0 月 31
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迎
来一群尊贵的客人，中国工程院 10
位院士和 7位专家组成的“院士中原
行”专家组一行深入实验区调研，重
点了解实验区在制造业发展中遭遇
的瓶颈与难题，用智慧火花点亮航
空港制造业前进方向。

前来实验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周济、朱高峰、刘经南、段正澄等，
10 位院士涉及的领域有：机械工
程、通信技术、检验检疫、生物医药
等，都是与实验区主导产业结合比
较紧密的领域。

专家组深入新郑综合保税区、
机场二期工程、台湾科技园、蓝宝石
显示器件产业园、智能终端（手机）
产业园进行实地调研。

专家组此行不是锦上添花，而
是添柴送炭。台湾科技园、蓝宝石

显示器件产业园、智能终端 (手机)
产业园内，他们在生产线和产品柜
前 驻 足 良 久 ，为 企 业 发 展 建 言 献
策。“苹果公司的‘iWatch’使用的就
是蓝宝石屏幕，蓝宝石晶体具有性
能稳定、强度高、硬度大、耐磨损的
特点，美中不足是切割过程中损耗
较大，要注意研发再回收利用的技
术。”段正澄院士说。

面对《“中国制造 2025”发展纲
要》的编制机遇，院士专家一致认为，
郑州航空港要在航空制造业、智能制
造、产业物联网等方面切入，通过核
心技术和软服务的引进，抢占高端制
造业领域；将积极推荐郑州航空港作
为航空港经济领域的地方样板，在重
大产业政策和项目布局方面给与倾
斜和支持；向有意设立分支机构或合
作办学的科研院所推荐郑州航空港，
为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人才支撑。③6

本报讯 （记 者 杨 玉 璞）10 月
30 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倪光
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院长尤政等院士组成
的“院士中原行”专家组来到洛阳
市，对洛阳市装备制造业转型发展
给予指导。

“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课题组的
院士、专家此次来洛，旨在了解洛阳
市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和转型需
求，共谋制造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考察团专家指出，洛阳作为中
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先进制造业
基地，正处于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要突出实施创新驱

动和质量为先战略，推动洛阳从根
本上实现工业强市和老工业基地
振兴转型。

考察团专家强调，做强制造业，
应重点实施 8 项战略对策：一是信
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大力
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二是提高创新设计能力；三是完善
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产业共性技术
研究开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四是
强化制造业基础，包括基础材料、基
础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和技术基
础；五是提升产品质量；六是推行绿
色制造；七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企业群体和产业集聚区；八是发
展现代服务型制造业。③6

一身黑色西服，边褶齐整；灰白
头发，清晨的薄雾中时而闪出光泽，
有熟悉的人走来，会主动微微侧身示
意，似乎温热的寒暄声响在耳边……

这就是 75 岁的倪光南院士给
记者的第一印象。

“十分关注河南、郑州的发展，
为参加产业转移对接活动，推掉了
其他事情，昨天就赶到了郑州。”10
月 31日清晨，倪光南院士提前赶到

集合点，期待一睹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的“芳容”。

“河南文化底蕴深厚，是华夏文
明之根，每次踏上这片土地总有一份
崇敬与欣慰。”倪院士谈吐优雅，话语
清利，他印象中河南的传统产业优
势突出，但近年以航空港与产业集
聚区为引领的大跨步发展，实现了
河南在新兴产业上的突飞猛进。

车轮启动驶向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智能手机产业园时，
倪院士又一次打开话匣子，对园区
内已入驻的北京天宇、上海中兴、
深圳创维等企业如数家珍……原
来此次河南之行，倪院士毫不马
虎，早已提前“备课”。

“航空港是中原经济区经济发
展的引擎，具有相当的辐射力与吸
引力，富士康的进驻就是最有力的
证明。”倪院士认为，以富士康为龙
头的多家企业加快了河南信息产
业的发展，为信息产业的做大做强
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信息
产业是提升和拓展其他产业发展
的加速器，河南应在现有基础上着
力两个方面：一是提升现有信息产
业质量，抓准核心技术的研发，抬
高软件平台水准；二是加速信息产
业与传统产业的高密度融合，令传
统产业优势得到进一步提升。

“纵观河南，这片热土曾孕育了
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放眼当下，
这片非同寻常的土地又拉开新的经
济腾飞序幕。”站在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的机场二期工程施工现
场，看着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倪光
南院士由衷感叹，且充满期待。③6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信息产业如“翼”
航空港乘风翱翔

□本报记者 李 林

院士简介：
倪光南，1939 年出生，现

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
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系第八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
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
青联特邀委员。联想集团首任
总工程师。作为我国最早从事
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
的学者之一，提出并实现在汉
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院士支招洛阳装备制造业

“院士中原行”专家组
莅临航空港调研

智能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曾经带给

我们无数的想象：《钢铁侠》中的智
能房屋，《星球大战》中的智能机器
人……走进中国（郑州）国际智能
终端博览会郑州展馆，你也能感受
到越来越多的智能应用。

天宇、凯利、世基、神阳、宇龙、
中兴等多款国产智能手机争相斗
艳，吸引了不少南来北往的客商。
最夺人眼球的是富可视大屏幕电视，
这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自主研发
品牌，外加红外边框和钢化玻璃保护
层之后，普通的电视机升级为可触摸
的电子白板。这种大屏幕电视最炫
的功能是开视讯会议，可实现在六七
十英寸的屏幕上在线开会、修改文
件、同步传输，据说已经在郑州、南
阳、商丘等政府部门小批量试用。

见过“萌萌哒”的巡检机器人

吗？40厘米的身高、摇头晃脑的样
子，小心萌翻你。郑州金惠计算机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变电站设备
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各种电线交
错、烟雾潮湿的情况下，小家伙凭借
一双远红外的“电眼”，可以完成各
种恶劣环境下的巡检工作。

想住上比尔·盖茨这样的“科技
大佬”的智能房屋，就用河南紫光物
联技术有限公司的物联网系统。起
床时，只需一个按钮，阳光便会透过
自动开启的窗帘照进卧室，洗漱用
的温水自动升温、香甜的早点自动
加热备好，你就等着惬意地在音乐
声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吧。

中国（郑州）国际智能终端博览
会上，郑州展馆重点突出了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智能终端产
业，未来几年，郑州将建设成为全球
重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研发设
计中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中心。智
能生活，离我们还远吗？③9

“智能生活”扑面而来
□本报记者 栾 姗

组版编辑 马 涛 屈晓妍 陈 晨

▲10 月 31 日，2014 中国（郑州）产业转
移系列对接活动制造强国战略报告会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举行。⑤3

◀10月 31日，2014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暨 2014中国郑州国际智能终
端博览会在郑州举行，本次智能终端博览会
展示内容主要是智能终端关联产品与技术，
包括国内国际智能终端展示、三大电信运营
商展示以及河南智能终端展示等。⑤3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智能终端博览会上展出的智
能电动车格外吸引人。⑤3

策划 赵铁军 王俊本
执行 鲍铁英 徐建勋 张华君

尹红杰 杨 凌 芦 瑞

院士支招

院士声音

现场花絮

“我国操作系统、核心芯片等
关键技术瓶颈仍未根本突破，这是
我国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心腹
大患，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
来装扮自己的明天。”10月 31日上
午，在 2014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 列 对 接 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制造强国战略报告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长周济坦言，“当前，我国
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仍然不是制
造强国”。

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
核心，这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就
像体育比赛换到了一个新场地，如

果我们的意识还留在原来的场地，
那就跟不上趟了。”周济形象地比
喻说，新一轮工业革命使产业和经
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作为新兴
工业国家，如果抓不住这次机会，
就算实现了工业化，还有可能进一
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周济认为，当前，中国和发达
国家掌握新一轮工业革命核心技
术的机会均等，而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由于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在国
际分工中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较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
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工程
承包等环节缺乏竞争力。

“科技领域是无形的竞技场，
关 键 领 域 里 真 正 的 核 心 技 术 是
买不来的，更是市场换不来的。”
周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没有别
的选择，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发展服务业 制造业是基础

2013年，中国工程院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启动了《制造
强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经
过 50多位院士和 100多位专家一年
多的调查研究，项目确定“中国制造
2025”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制造
强国的总体战略。周济认为，今后
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的主战场就在制造业。

我国所需的芯片和高铁装备
所需的核心零部件或元器件 80%
以上均依赖进口，抽查产品质量高
达 10%的不合格率导致制造业每
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 2000 亿元，
制造业单位 GDP 能耗约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 2.6倍……谈及目前我国
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周济深感痛
惜，“从国际上看，我国制造业也正

面临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前后夹击’。”

“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发展壮大，制造业是基础。”周济说，
只有制造业发达了，从业者收入提
高了、税收增加了，才能发展金融、
物流等公共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

我国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产
业结构差异，中西部地区一产偏
高、二产比重偏低，西部各省市三
产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周济
认为，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是调
整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今后20年是发展机遇期

“今后 20 年是我国制造业实
现由大到强，创新和综合竞争力进
入世界前列的绝佳发展机遇期。”

从 1960年第一颗导弹升空，到
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从 2003年神舟五号第一次载人航
天，到 2013年神舟十号飞船与天宫
一号对接，加上掌握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一系列
核心关键技术，周济认为，这大大
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制造强国具备雄厚的产业规
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
益和持续的发展能力四个基本特
征。”周济预测，到 2025年中国制造
业可进入世界第二方阵，迈入制造
强国行列；2035年将位居第二方阵
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
2045年可望进入第一方阵，成为具
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

周济认为，智能制造将成为我
国制造业由大而强的强大驱动力
量，贯穿在产品创新、制造技术创
新和产业模式创新全过程，成为

“中国制造 2025”创新驱动、转型
升级的制高点和突破口。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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