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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2月 23日，
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2017年工作会议上获悉，2016年该
区 手 机 总 产 量 2.58 亿 部 ，增 长
27.5%。其中，苹果手机 1.26 亿部，
下降9.7%；其他手机1.32亿部，增长
1.1倍，智能终端产业一企独大的态
势正在快速转变。

数据显示，去年航空港实验区各
项经济指标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经济
结构进一步趋好，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622.5亿元，增长13%。

大枢纽建设全面提速。郑州机
场开通全货运航线 34条，其中国际
航线29条；开通客运航线162条，其
中国际航线25条。郑州机场旅客吞
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增长20%；货
邮 吞 吐 量 完 成 45.7 万 吨 ，增 长
13.2%，其中，外省货物占比超过
50%。航空港实验区对整个内陆的
辐射作用进一步提升。

口岸综合优势不断放大。围绕
“一门户”建设，郑州航空港全力推
进口岸建设，对区域经济的服务和

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全区全年完成
进出口总额 2784.5 亿元，郑州市占
比超过 83%，全省占比超过 65%。
新郑综保区三期封关运行，2016年
完成进出口总值 3161.2 亿元，跃居
全国第一。通过航空港实验区口岸
进口的货物涵盖 12个国家，郑州已
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进口鲜活产品集
散地之一。

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开始显现。
2016年，全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完
成 3300亿元，增长 8%，为航空港实
验区进行产业配套的项目已布局到
郑州的多个区县，以及南阳、济源、焦
作、洛阳等多个省辖市。该区305个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50亿元，超额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菜鸟骨干网一期
建成投用，全年总单量 600万单；美
泰宝生物制药全球首创的抗艾滋病
及肝癌新药进入三期临床阶段；友嘉
精密机械 229精加工中心和联同八
轴加工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兴瑞大宗
商品供应链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超
过20家；华中冷链港、瀚港进口商品
博览中心投入试运营。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抱团发
展、集群引进”效应明显，规模不断壮
大，出货量迅速增加。累计入区企
业达 171 家，其中已投产运营 34
家。富士康项目已从单一手机制造
拓展到后端模组、研发、苹果手机维
修、谷歌智能穿戴产品制造等十几个
项目，富士康中州技术研发中心新址
启用。③5

我叫许艾嘉，是河南工学院管理
工程系会计专业的一名大学生，当我
每天坐在教室学习，当我憧憬未来美
好的生活，当我依偎在父母身旁，我
都会发自内心地感谢《河南日报》，是
《河南日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13 年初，还是高一学生的我
被确诊为骨癌，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
雳，让我几乎绝望！

都是下岗职工的父母因为给我
治病举债 20多万元，但治疗费用还
差近 30万元。老师、同学纷纷鼓励
我，母校卫辉市第一中学 3700余名
师生给我捐款3万余元。

河南日报社得知这件事后，当即
安排新乡记者站前来采访。2013年
3月 20日，《河南日报》刊发了《3700
颗爱心撑起的希望》，先后被各大网
站转载，中央及省内其他媒体也介入
报道。我因此成了“名人”，数不清的
爱心人士、机关单位，远在辽宁、北京
等地的卫辉老乡，纷纷对我伸出援
手，前后共收到爱心善款84600元。

新乡记者站的记者叔叔再次采
访，写出报道《本报报道汇聚正能量，
爱心温暖许艾嘉》在《河南日报》刊
出，颂扬各界善举，并呼吁社会各界

“将爱心进行到底”。
接着，经过记者叔叔的牵线搭

桥，在黄河漩涡勇救落水女童的河南
卫华集团驻福州分公司经理魏杰彪

叔叔，把集团奖励的 2万元奖金，通
过记者站捐给了我。

《河南日报》的后续报道，让卫华
集团更多的叔叔伯伯了解我的遭遇。
几天后，卫华集团总裁俞有飞将集团
全体党员干部捐的10万元善款送到我
父亲手中。在捐助现场，新乡市委宣
传部再一次接过“爱心接力棒”，全体干
部职工共捐款5万元，让我的治疗费用
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后，我重返
校园，如今已基本康复。

我没想到的是，《河南日报》在我
考上大学后继续关注我，2016年 10
月 31日、11月 11日分别以《要把生
命活出精彩》《河南工学院接过“爱心
接力棒”》为题，再次对我进行报道，
并帮我筹集 1.5万多元善款，又一次
缓解了我的生活困难。

近4年时间，《河南日报》对我报
道近20次，给了我跟病魔抗争的勇气
与信心，也一次次帮我解决了经济上
的困难，让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我也因此成了《河南日报》的忠实读
者，在读报时发现我并非唯一的“幸运
儿”：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被《河南日报》
报道后，和我一样受益，命运发生转折。

《河南日报》在传递党的关怀的同
时，让群众感受到党和社会的温暖，真
是广大读者的“贴心人”！③7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整理)

本报讯（记者 卢松）2月 21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
加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并
引导他们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与和
谐社区建设等方面有更大作为。到
今年底，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将达
2万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将达
到150家。

社工人才活跃在社会福利、社会
救助和慈善事业等领域，是促进社会
和谐的“润滑剂”。截至去年底，全省
各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所
投入的财政资金达4329.4万元，全省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累计达到 3555
个，有 107家民办社工机构、5700多
名社工专业人才。

今年，全省民政部门将推进各领
域社会工作标准化创制，加大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力度，拓展社会工作

服务领域，支持社工机构发展壮大，提
升社工人才专业技能。特别是鼓励基
层民政部门引入社工人才，充实服务
力量，为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省将大力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
和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通过政府
购买社区服务，加快实现“三社”融合
发展，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其中，每个市至少要有 10个社区有
专兼职社工或接纳民办社工机构从
事社会工作服务。

此外，我省将全面推进“三区计
划”（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实施，
并逐步扩大覆盖面，为农村的残障人
员、“三留守”人员和受灾群众等提供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帮助他们尽快脱
离困境。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实习生 侯
宜坦）记者从 2月 21日召开的 2017
年全省卫生计生监督暨食品安全工
作会议上获悉，去年我省完成经常性
卫生监督42.1万户次，查处各类案件
1.2万件、监督覆盖率达99.1%，三项
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1位、第2位、第
4位，连续3年位居全国前列。

2016 年，全省基层卫生监督协
管实现突破，覆盖率达到100%，基层
卫生计生监督网底进一步巩固；全省
80%以上的卫生监督机构配备手持
执法终端，执法程序更加规范，执法
效率明显提升。

在示范卫生监督机构创建工作
中，我省示范卫生监督机构创建单位
已累计达到3批、35家。全省去年新

增“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示范区”6个，
累计达到 32个，有力保障了人民群
众的公共卫生安全。

根据会议部署，今年我省将持续
推进示范创建、人才培养、“卫监创
新”三大工程，服务公众健康和饮食
安全。我省要培养 100名省内外有
影响的卫生计生监督专业型人才、
3000名复合型人才和业务尖子；在
全省范围开展非法注射美容等医疗
美容专项整治，加大对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血液透析、内镜检查、口腔诊
疗、消毒供应、医疗废物等科室的监
督检查力度；建立与公共卫生体系
有机融合的食源性疾病防治体系，
完善覆盖全省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网络。③3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春风唤新
绿，植树好时节。记者 2月 23日从省
林业厅获悉，我省已造林 129万多亩，
完成全年新造林 236.9 万亩任务的一
半多。

新春伊始，全省各地迅速行动，相
继部署林业生态建设工作，紧锣密鼓开
展春季植树造林。南阳市任务最重，计
划造林47.1万亩，远高于省定29.9万亩
的任务。为扎实搞好大造林大绿化工
作，该市不仅拿出 6000万元资金用于
造林绿化，还实行党政领导林业生态建
设目标责任制，将任务落实到山头地
块、沟河路渠，目前全市已造林39万多
亩，大头落定。此外，平顶山市已造林
18万亩，紧随其后。省直管县（市）中，
兰考造林进展最快，基本完成全年 1.8

万亩的任务。
据了解，各地的造林绿化结合当

地实际，各具特色。郑州市全面启动
生态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要构建森
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
系统，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强化生态
支撑。新乡市要求做好示范工程建
设，每个乡镇建成 2个绿化示范村、1
个千亩农田防护林示范方，每个县
（市）建成 1 条 10 公里以上的绿化示
范路。许昌市今年的重中之重是启
动建设总任务 12925亩的中心城区生
态景观廊道。

据悉，除雨季造林外，我省 3月底
前将基本完成造林任务，6 月底前完
成森林抚育任务，省林业厅将组织力
量检查验收。③3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春回大地，
植树添绿正当时。记者2月 23日从
郑州市绿化委员会获悉，广大市民群
众 3月份的每个工作日均可向郑州
市绿委办报名参加2017年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

每年 3 月为我省义务植树月。
根据《河南省义务植树条例》，男性
18岁到60岁，女性18岁到55岁，除
丧失劳动能力者外，都有每年植树
3—5棵的法定责任，或者参加相应

的育苗、整地、管护和其他绿化劳动。
郑州市义务植树基地设在登封

市石道乡陈家门村，植树时间为：3月
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
25日、26日。广大市民群众可自带植
树工具前往参加植树活动，3月份的
每个工作日均接受报名。郑州市绿委
办联系电话：67882865、67882850。

据悉，郑州市绿委办还将陆续公
布一批认建认养的林木绿地，供市民
履行植树义务。③4

本报讯（记者 杨凌）2 月 23 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举行
2017年度工作会议，敲定全年工作大
盘。该区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确保13%，力争15%。

智能终端产业方面，力争全年
入驻手机企业超 200 家，投产企业
约 60家，全区非苹果手机产量达2亿
部、产值300亿元。在零组件方面，加
快推进四季春摄像模组、陶瓷盖板、自
动化后端模组等项目签约落地，确保
日永光电、华宇彩晶等项目投产，力争
零组件产值突破100亿元。该区还将
着力推进汽车制造、无人机、物联网、
生物医药、飞机制造维修等新兴产业
招商，着力打造内陆物流中心、全国鲜
活产品进口批发交易中心。

用好口岸开放平台，增强辐射
带动力。郑州航空港将加快推进冷
链物流产业园区核心区规划建设及
植物种苗口岸和河南省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申报建设。
用好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平台，增强产
业发展驱动力，实施“源头孵化”，力
争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共建
小型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基地 10家以上，力争双创
载体建成面积200万平方米以上，引
进 5-10家国家、省级孵化器和众创
空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家以上。

今年，该区产业发展将完成“415”
目标，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4000亿
元，总投资1000亿元，新签约项目50
个。全年共安排重点项目334个，其中
年内竣工投产（用）项目89个、续建项目
82个、新开工项目101个。将确保国际
贸易服务中心、坤鼎产业园一期、台湾科
技园一期、中原陆运国际中转枢纽一期
等89个重点项目完成建设；确保蓝宝石
产业园一期、朝虹电子科技园一期、企业
总部经济园一期等项目投产见效。③4

《河南日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与党报”有奖征文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和谐

今年我省社工人才将达2万

我省卫生监督覆盖率达99.1%

航空港今年投资额将达千亿元

港区去年生产手机2.58亿部

郑州市义务植树活动下月启动

129万多亩 我省造林任务完成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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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在内黄县科技博览园，工
人正在修剪西红柿植株。10000平方米
20万株温棚西红柿长势喜人。该园区
采用先进的荷兰种植模式，能充分利用
空间、光能、水肥资源，实现标准化种植，
大大提高了西红柿的品质和产量。⑨6

▲

工人正在管理西红柿

▲

果实累累

科技温棚助高产

□刘佳宁 刘院军 摄影报道

段敬文同志逝世

河南省农牧厅原正厅级顾问，
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的离
休干部段敬文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6年 9月 13日在郑州逝
世，享年93岁。

段敬文同志1923年10月出生

于山东莒县，1944 年 4 月参加工
作，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莒沂县委、县抗联文书、秘书；汝
南地委秘书股长；确山地委秘书科干
事；信阳地委办公室秘书组长；确山
县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
处长；信阳地委秘书；援赞比亚农业
组组长；洛阳地委副书记；河南省农
委副主任等职。1985年12月离休。

段敬文同志在参加工作的40
多年中，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
社会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
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守共产
党员的标准，把干事创业作为人生
的价值追求，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
求真务实，踏实肯干，奉献出自己
一生的精力和智慧。

手机总产量2.58亿部
增长27.5%
● 苹果手机 1.26亿部

下降9.7%
● 其他手机 1.32亿部

增长 1.1倍

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突破2000万人次
增长20%

货邮吞吐量

完成45.7万吨
增长13.2%

完成进出口总额

2784.5亿元
● 郑州市占比

超过83%
● 全省占比

超过65%

2016年航空港部分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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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建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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