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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90后”崔颖正忙着
在网上“海淘”进口年货，郑州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开通后，她基本
不咋逛街了。同日，许昌城市管理
局的小岳按照信息中心发出的指
令，不到半个小时就处置了一起窨
井盖缺失的问题，“放在以前可能
需要半天时间。”小岳说。早在一
个月前，清丰县的农民赵海滨就告
别“龟速”网络，成为光网改造的受
益者。而这些改变得益于河南联
通加快信息化建设，服务中原崛起
河南振兴的不懈努力。

全国信息交换枢纽
有了郑州“坐标”

从 2014年 9月 11日开始，郑州
除“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外，又新添
了个“信息交换枢纽”的头衔。

从这天起，以往我省互联网网
间流量需通过北京、上海、广州绕
转的格局彻底改变。数据显示，网
间互联时延由原来的 50 余毫秒降
至 10毫秒左右，丢包率接近于零，
我省互联网用户跨网访问国内部
分重点网站（如新浪等）的速度提
升了两倍。

互联网性能的显著提升，得益

于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的开通运行。作为直联点的主要
建设单位，河南联通付出了巨大努
力：整治工程机房 400平方米，为互
通路由器接入 169骨干网开通 40G
传输电路四条，还为河南电信、河
南移动分别开通了 50G 和 10G 互
联电路。

“直联点好比信息通信领域的
‘门户机场’和‘铁路枢纽’，要使郑
州真正成为全国互联网的核心节
点、重要支点和新的数据交换口
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河南联通
有关人士表示。

“宽带中原”助建“信
息高速”

刚刚结束的省人大会上，省长
谢伏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2015年，“以实施‘宽带中原’等
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信息化，优化
4G网络，推动城乡光纤覆盖和普及
提速，建设省级电子政务云平台。”

“宽带中原”战略实施以来，河
南联通始终把提速率、重品质作为
当前固网宽带和移动宽带业务发
展的重点，积极推进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

2014年 5月，濮阳联通在农村
实施宽带网络光纤化改造，并取得

了成功经验。9月 9日，河南联通在
加快农村光改专项行动现场会上，
提出了年内全省光改 25137个行政
村、光改率达到 58%的奋斗目标。
11 月 19 日，河南联通正式启动了

“城市光改及PSTN退网一期工程”，
计划 2015年底全面完成光改目标。

“在光网改造中，围绕重点加
大投入，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超前部署通信信息关键资源
和核心能力，为实验区成为极具国
际竞争力的智慧航空区夯实了基
础。”河南联通网络建设部副总经
理方东说。

数据信息集散让中
原更“中心”

2014 年 4 月至 8 月，阿里云河
南政务计算机集群项目实施前，阿
里集团先后对省内多家通信运营
商的数据中心机房进行了实地考
察。中原数据基地何以受到阿里
集团的青睐？

作为中国联通在全国建设的
九大数据基地之一，项目全部建成
后，预计安装服务器机架 2.15 万
架，提供 26.93万 T 存储能力，满足
中原地区 2025 年之前的信息产业
发展需要。

“基地大范围采用云计算、云

存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提供主机托管、平台租用和业务服
务等多种云计算服务。”河南联通
中原数据基地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赵凌志介绍说，基地通信基础设施
资源实行弹性管理、按需调配，可
有效提升社会资源利用率，降低客
户成本。目前，除阿里集团外，腾
讯、奇虎 360 等知名企业的云计算
和大数据项目也先后入驻基地。

中原数据基地建设也得到了
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郑州大学
教授王玉东博士认为，基地的建成
投运将大大提升郑州在全国骨干
网上的地位和层级，使郑州成为全
国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的重要
节点和信息集散中心。

创新信息平台让服
务更“智慧”

2月 3日，运行在河南联通信息
化服务平台上的“沃看路况”项目，
正在实时传送的郑州市文化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的道路交通状况。大屏
幕上，画面清晰、流畅、生动。

在“智慧城市”里，以信息和通
信技术为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
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
以政务云、企业云、生活云三大平
台为依托，积极推进政务、市政、安
全、环境、农业、交通、企业、文教、
医疗等重点领域的信息化应用。

截至 2014年，河南联通已经推
广电子政务、警务执法、数字城管、
班班通、移动医疗、销售管家等 80
余项信息化服务，覆盖全省数千万
民众。

在郑州，丰富优质的教学资源
和多样的教学应用已经送到了孩
子们的课堂上；在许昌，数字城管
让城市管理触角无处不在；在济
源，出租车电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
了司机找活、乘客等车的烦恼；不
少老板通过手机移动办公实现了
协议的审看和签字……

持续提升信息交换枢纽地位，
积极打造信息集散中心，加快铺设
信息高速公路，努力搭建应用更为
丰富的服务平台，河南联通一直在
路上。③10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2
月 9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
洛阳传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功
研制的超精密气静压轴承套圈沟
道磨床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西
方发达国家长期对我国超精密轴
承制造技术的封锁和垄断。

目前，我国在世界轴承市场
大约占十分之一份额，销量居世
界第三位。但与世界轴承强国相
比，我国轴承还存在高技术、高精
度、高附加值的产品比例低以及
产品离散度差等问题，其稳定性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洛阳传顺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制造的超精

密气静压轴承套圈沟道磨床，采
用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轴气
浮技术，其加工圆度精度达到 0.1
微米以内，跨入了纳米级超精密
加工领域。

据介绍，该技术在超精密轴承
制 造 领 域 里 ，和 国 际 知 名 品 牌
SKF、FAG 的沟道超精工艺技术接
轨，保证了轴承尺寸离散度可控在
0.5 微米以内，实现“不可重复跳
动”旋转精度指标，填补了国内在
此方面的技术空白。同时，该技术
的应用改变了我国没有超精密轴
承加工装备而难以生产出 P2级以
上超精密轴承的状况。③6

本报讯 （记者李 林）2 月 11
日记者获悉，郑州市政府正式开始
面向社会投放平价蛋菜。

据介绍，为进一步建立完善春
节期间蛋菜储备投放制度，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力保春节期
间广大市民对蛋菜的集中消费需求
和正常生活水平。郑州市政府定于
2月 11日-16日（农历腊月二十三-
腊月二十八）将储备蔬菜、鸡蛋通过

各大超市投放市场，蔬菜品种有大
白菜、圆白菜、白萝卜、土豆、洋葱、尖
椒和蒜薹共7个品种，参与储备投放
的超市有丹尼斯、世纪联华、华润万
家、北京华联、永辉、正道思达和家
乐福 7家连锁超市的 46个门店。

与往年相比，此次投放的蔬菜
种类和超市数量都有明显增加，投
放时间也由原来的 3 天延长至 6
天。③10

本报讯 ﹙记 者 谭 勇 通 讯
员孙永伟﹚记者 2 月 10 日获悉,河
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和中国
矿业大学合作的“基于矿区供电
大数据并行策略架构的暂态控制
技术研究”科技项目日前通过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鉴定，该成果开
启了电网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的新
模式。

该项目通过对现有大数据进
行梳理分析，找出最安全、高效、
经济的电网运行方式，并制订精
益的解决方案，可大大提升矿区
电网运行效能，提高资源利用率
和经济效益。项目主要是通过自
主开发智能辅助平台、保护定值

自动校核及故障动态仿真回溯平
台、综自信息筛选滤过器等新技
术，全面实现数据传输网络化、运
行监视可视化等 6项管理效果，全
面实现监测、控制、保护、维护、调
度和市场管理等数字化信息系统
的集成管理，形成辅助决策体系
和可视化操作平台。

据悉，项目实施一年来，永煤
公司本部矿区电网全年计划性停
电次数较 2013 年减少 20 余次，全
面实现在各类环境状况下的安全
运行。同时，永煤本部矿区电网
资产的利用效率明显提高，运行、
维护成本显著下降，保障了矿区
供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③11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
员孙聪利）2月 10日上午近 11时，
在 位 于 平 顶 山 市 平 郏 路 桥 以 东
800米处的湛河北岸，随着电动按
钮被摁下，湛河支流之一新庄东
沟入湛河口处的红色闸门缓缓升
起，原本流往湛河的污水改道，经
截污管道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

湛河横贯平顶山市东西，全长
40多公里，曾因水清而得名。但是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数量
增长较快，湛河水污染情况日益加
重。2013年 6月 5日，平顶山市做
出了湛河综合治理的决定。

为了从源头上治污，在湛河
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开始以前，平
顶山市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就组

织各相关县（区）开展点面污染源
治理工作。抽调专门人员逐个检
查排污口，并追根溯源找到污染
源。通过对排污企业负责人进行
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等措施，目
前湛河沿岸涉水企业已完成治理
28 家，关停搬迁 27 家，搬迁、取缔
养殖场 43 家，清理“三堆”264 处，
改建旱厕 5844 座，为维护治理效
果，该市还引导相关县（区）建立
河长制，组织专人加强巡查。

据了解，2015 年平顶山市将
全面展开 18条支流的截污和湿地
公园建设等工程，届时，支流污水
将通过排污支管进入主管道，湛
河将实现全线截污，沿线风景也
将更亮丽。③11

豫企力量·扛鼎中原
企业篇⑤

河南联通“智”助中原崛起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我省成功研制出
超精密轴承磨床

2月9日，
开 封 市 公 园
景 点 张 灯 结
彩，喜庆、祥和
的节日氛围，
吸引了众多游
客 前 来 游 玩
观赏。⑤4
李俊生 摄

郑州节前投放平价蛋菜

河南能源永煤公司

开启电网智能管理新模式

湛河上游截污工程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