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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曹楷）
4月中旬，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就2016年
全国民航机场服务质量评价情况发出
通报：根据评价结果，共评选出10家优
秀机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首次“上榜”。

据悉，2016年，中国民用机场协会、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民航报
社联合组织，对全国25家年旅客吞吐量
千万级的民用机场进行了服务质量评
价，10家机场被评为优秀机场。其中，
年旅客吞吐量在2000万人次以上的5
个优秀机场是：北京机场、广州机场、上
海机场、西安机场、重庆机场；年旅客吞
吐量在1000万人次至2000万人次之
间的5个优秀机场是：长沙机场、青岛

机场、郑州机场、海口机场、大连机场。
2016 年机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在旅客满意度指标中新增了首问
责任制、互联网/Wi-Fi使用便捷等指
标，在专业评审指标中增加了关于“智
慧机场”、人体捐献器官绿色通道、节
能环保等方面的指标，并与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的机场放行正常率挂钩。

去年以来，积极对照国际化服务
标准，以旅客出行为基本出发点，大力
建设“智慧机场”“文化机场”。日均
1.2万人次通过自助设备办理值机手
续；设置了残疾人停车位、母婴休息室
等设施。郑州机场航班平均放行正常
率达到80%。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能一边游泳
一边使用的玻璃杯，能提醒司机注意的
限高架，凭借这些解决生活小问题的创
意，来自全省各地的74名中小学生获得
了首届中小学知识产权创意大赛奖励。

4月 20日上午，创意大赛颁奖仪
式暨河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开幕式在
郑州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
举行。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刘怀章介
绍，2016 年全省专利累计申请量达
94669 件，同比增长 27.3%，授权量

49145件，同比增长2.9%；发明专利申
请量28582件，同比增长33.9%，发明
授权量6811件，同比增长26.5%；全省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22601件，每
万人口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到2.4件，
较上年度同期增长29%。

据了解，我省作为知识产权强省
试点省，已设立了河南省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正在设立
河南省专利奖和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
营基金。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利
辉）从异味扑鼻的旱厕到干净整洁的水
冲式厕所，家门口的公厕之变，让家住魏
都区新兴街道办事处南关五组的赵立
民激动不已：“多亏了老干部督导团的同
志，促进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让这位市民敬佩的许昌市城市管
理老干部督导团，成立于1997年4月，
主要由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现有成员
90 多人，平均年龄约 70 岁。4 月 18
日，许昌市专门为他们举办了20周年
纪念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许昌市
委、市政府专门发来了贺信。

20年来，他们不要报酬，不图名利，
以解决事关城市管理和民生的热点、难
点问题为己任，常年奔波在大街小巷，深
入居民群众之中，成为参与城市管理、促

进城市品位提升的重要力量。
在许昌文明创建工作中，他们维

护交通秩序，督查城市卫生，不断增强
普通市民文明意识；在水系建设中，他
们当好工程建设的宣传员、排查污染源
的“啄木鸟”；在商户管理中，他们建言
献策，推动沿街商贩文明自治管理……
付出了无数辛劳和汗水，收获的是城
市的整洁和美丽。

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许昌市城
市管理老干部督导团共参与、巡察近7
万人次，参与调研 5000多人次，提出
各种意见、建议 2200多条，协调解决
各类城市管理问题2.5万多个，仅去年
就推动相关部门投入1000多万元，对
主城区背街小巷公厕、无主庭院等进
行了提升改造。③5

2016年全国民航机场服务质量评价情况通报发出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首次“上榜”

河南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创意创新从娃娃抓起

20年奔波不图名利

编外“老城管”助许昌更美丽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月19日，
省环保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我省一
季度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及大气污染和
水污染防治攻坚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第一季度，全省 18 个省辖
市平均环境空气优良天数为 37 天，
占比为40.6%，同比增加6天；PM10平
均浓度为 158 微克/立方米，同比降
低 20微克/立方米；PM2.5 平均浓度
为 101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全省
10个省直管县（市）平均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为50天，同比增加20天。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我

省地表水水质断面水质改善。其中，
Ⅰ至Ⅲ类水质断面增加8个，增加8.5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减少 13
个，减少13.8个百分点。在环保部近
期通报的水环境质量同比改善城市前
10名名单中，我省开封和商丘分列第
5名和第10名。全省饮用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全省 20个有集中供热供暖任务
的市（县），已完成供热方案审批的11
个，完成新增供热面积229万平方米、
新增管网长度47公里、新改建换热站
43个；全省 2359台 10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的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已完
成720台。

在燃煤散烧治理方面，11个省辖
市、7个省直管县（市）已完成洁净型煤
能力建设方案制定，已开工建设13家洁
净颗粒型煤生产仓储供应中心，全省已
关闭或改造民用散煤销售点251家。

我省已确定在郑州市和安阳市试

点建设城市高空瞭望监控系统，目前
已启动站点选址工作。应建设的321
个县级空气监测站，已全部完成。

全省131条黑臭水体，初步完成整
治任务的有65条，正在整治的34条，
未开工整治的32条。洛阳、平顶山、漯
河、济源 4市工作推进较快，信阳、周
口、焦作、开封4市工作推进较慢。③6

一季度我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

4月19日，洛阳中国国花园内牡丹
盛开，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赏花。连日来，
中国国花园满园芬芳，牡丹花海蔚为壮
观。国花园内种植牡丹约 50万株，有
1000 多个品种，包含了牡丹的 9大色
系。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洛阳中国国花园
万株牡丹齐盛开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李林）4 月 20日，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与一家科技公
司联合研发的共享单车管理平台“单
车之家”正式推出，为破解共享单车乱
停乱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方案。

“‘单车之家’的核心是利用可伸
缩信号覆盖技术等科技手段，为共享
单车开辟专用的停车场所。”郑州市
公共交通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郑
州在公交智能化研发应用方面一直
走在全国公交系统的前沿，很早就与
科技公司联手研发信号覆盖技术，该
技术应用于共享单车管理在全国尚
属首次。

据介绍，“单车之家”在形式上是
利用信号控制设备圈定一个“电子围
栏”，形成一处眼睛看不到、但信号可
清晰监控的虚拟停车区，用户可通过
配套手机客户端查找附近虚拟停车区
的具体位置。借助这一技术手段，“单
车之家”可规范用户在固定地点借车
和还车。比如，按照系统设计，用户在
虚拟停车区以外能够锁车但不停止计
费，以此培养用户在规定区域内停车
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单车之家”支持
手机扫码和公交IC卡存取车双模式，

使用一张 IC卡即
可完成单车和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联乘，将极大
方便市民出行。同时，“单车之家”也
是一个共享平台，支持各品牌共享单
车兼容共存，平台不仅可以对接入系
统的单车进行集中管理，还可以根据
公交客流数据统一调配单车投放，提
高单车利用率。

“公交站点、地铁站点具有人流量
大、覆盖范围广、分布均匀等特点，如
果能够与虚拟集中停车区相结合，有
利于让共享单车更好地融入公共交通

体系。未来，可以考虑将这种技术的
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居民区、学
校、工业园区等人口密集场所建设虚
拟停车区。”上述负责人说。

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这种“公
交+骑行”“地铁+骑行”的方式会使出
行更加便捷，能够进一步提高公交分
担率，同时也有助于破解共享单车乱
停乱放、管理困难等问题。②7

运用大数据破解乱停乱放难题

郑州推出共享单车管理平台

□本报记者 李林

4 月 20 日，“单车之家”在郑州推

出，是一次推动“共享时代”优化发展

的大胆尝试与良性探索，但其未来发

展前景，还存在不少疑问。

比如，有关注者留意到，以“电子

围栏”所规范的固定“虚拟停车场”，虽

然有助于解决乱停乱放问题，但同时

也约束了共享单车的活动半径。

目前“单车之家”平台不仅要进一

步与市场接轨，与单车企业达成协议，

还要圈定大量的“虚拟停车场”，这都

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

此外，像共享单车所面临的乱停

乱放、损毁严重等问题，不仅需要技术

力量的推动和管理手段的完善，更需

要公众整体文明素养的提升。

要让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享

汽车等新兴事物健康发展，真正发挥

共享功能，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还有

不少“功课”要做。②7

共享时代的冷思考

4月20日，游客在新密伏羲山景区游览。以伏羲文化和红石大峡谷著称的
该景区，今年又新建了许多观光项目，既有中原首座玻璃桥——凤凰天桥，又有
北方第一观光电梯——全程518米、落差180米的红石林扶梯，让游客能够轻
松领略大自然的美景。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4月 28日上午 11时，在郑州

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10楼公开拍

卖新郑市龙湖镇水厂 100%国有股

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

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在其网站

（http://www.zycqjy.com）发 布 的

《国有产权转让公告》（中原产权告字

[2017]17号）。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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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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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目光

投向性价比颇高的二手车。然而，由

于部分二手车交易市场存在着多重

的质量隐患，对消费者生命财产造成

威胁。车王认证二手车作为二手车

行业的新标杆，具有严苛的认证标

准，并且二手车车况透明，所有检测

认证报告及第三方4S店维修记录的

披露。

如何鉴别车架异常？

首先，要看车架号，若发现车架

号被重新换过，就要特别留心这辆

车可能曾经发生严重事故。

其次，检查出厂牌，除了确保车

辆的排量和生产日期等信息一致，

还要仔细查看出厂牌是否有被拧过

或划痕，以及是否有拆卸过的痕迹

(原厂铆钉变为自攻螺丝)，它们也是

帮助判断二手车车辆是否发生过事

故的重要依据。

第三，看车窗和前后风挡的出

厂小标，车窗和前后挡风玻璃的小

标必须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曾

经因为破损而更换过。

第四，检查发动机号。一般

情况下，车辆不会轻易更换发动

机 。 但 依 然 要 注 意 查 看 登 记 证

书，若为重新登记，说明该车的发

动机极有可能更换过。另外，还

可注意发动机号的数字平整度加

以确认。

与其他二手车交易市场相比，

车王在认证环节上的优势是显而易

见的，进行专业严格的全程质量控

制，杜绝结构性损伤性问题车，让消

费者买的放心。

买二手车如何识别问题车辆
之 结构性损伤篇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有部分媒体发表并转载了题
为《茅台财报涉嫌造假：隐藏利润
45.66亿或为方便做股权激励》等相关
报道。针对报道所涉内容，贵州茅台
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
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利润问题。自2012年白
酒行业深度调整以来，公司积极适应经
济新常态，努力实现市场转型、消费转
型，使茅台酒、系列酒消费群体不断扩
大，到 2016 年供不应求开始出现。
2016年，经销商从打款到提货需要两个
月甚至更长时间。公司坚持“崇本守
道、坚守工艺、贮足陈酿、不卖新酒”的
质量观，三季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基
酒不足，经销商按计划打款，造成公司
三季度预收账款大幅增加。四季度符
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基酒供应充足，供销
基本平衡，四季度预收账款基本与三季
度持平。因此三、四季度预收账款符合
茅台生产工艺特质。因茅台酒产能限
制，公司库存产成品主要是系列酒及准

备2017年1月上市的鸡年生肖酒。
二、关于消费税问题。2015年 12

月，贵州省国税局下发了《关于核定部分
白酒产品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的通知》
（黔国税函[2015]387号），导致公司消费
税税基提高，消费税增幅较大。

三、关于财务公司。贵州茅台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
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存放在
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商业
银行存款利率。同时，公司还能获得
财务公司经营收益。

四、关于股东利益。公司一直致
力于为股东创造更好的效益，从未侵
占股东利益。自上市以来，每年通过
现金分红与投资者分享企业改革发展
成果。截至201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已累计超过351亿元，约占上市以来累
计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总额
的40%。按照《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约
85.26亿元，占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1%。

五、关于股权激励。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鉴于省国资委等相

关部门未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和具体措
施，目前尚未启动股权激励有关工作。
因此相关报道所称的茅台截留利润是
为股权激励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贵州茅台是国家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老字号品牌，是民族品牌的先进代
表。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企
业，公司积极践行诚信经营，做有良心、
负责任的企业。公司坚持现金分红，不
做“铁公鸡”，始终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回
报股东、回报社会。茅台的发展离不开
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和
支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欢迎社会各界
对茅台的良性舆论监督，希望各界一如
既往地继续关心和爱护茅台这个民族
品牌，使之做得更大更强更好，为国家
强盛、实现“中国梦”作出我们的贡献。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刊和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
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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