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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品质 豫酒骄傲

2015布鲁塞尔

国际烈性酒大奖赛

“大金奖”获奖企业

□本报记者 董娉

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局地团
雾、桥面结冰、事故阻行……遭遇任
何一种不利因素，都会威胁行车安
全，影响出行效率。该如何最大程度
降低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5月 25日上午 10点 15分，河南
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
监控分中心的大屏幕上显示，一辆白
色小轿车正违规停在京港澳高速930
公里处的右侧车道上。随即，工作人
员一边通过高速路上的扩音喇叭提
醒该车离开，一边紧急调度巡查人员
赶往现场。

“他刚停留不到2分钟，我们报警
系统就识别在这个团雾路段停车是非
常危险的。”河南高速公路驻信段改扩
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军告诉记
者，高速巡视系统每4分钟就可以把
全线136公里巡查一遍，不仅可以及
时发现违规驾驶或停车的情况，一旦
公路上发生事故，现场情况也能及时
被发现并能够快速展开救援。

据悉，京港澳高速驻马店至信阳段
智能管控系统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国
内首个智能管控科技示范工程，在团
雾、大雾多发区域部署的“雾区行车主
动诱导系统”，能够利用路侧边缘标识
产生频闪信号，为驾驶员提供道路指
引、车间距预警。当能见度低于200米
时，自动语音播报设备还能主动以高分
贝广播的方式提醒过往司机。

此外，该路段还汇集了北斗卫星
地基增强先进技术、气象监测预警系
统、微波交通流检测系统等18项技术
成果，打造了“地—空—天”立体化的
运行监测系统，实现人、车的精准跟

踪和统一调度指挥。系统运行半年
来，事故率下降 10%左右，道路封闭
次数减少了20%以上。

管中窥豹，智能化的京港澳高速驻
信段是我省智慧交通建设的缩影。驾
车上高速3秒通过收费站，查路况、买车
票通过微信公众号轻松搞定，乘高铁、
转地铁、坐公交无缝衔接……五年来，
互通、互联、开放、共享的大数据时代，
正加速我省智慧交通大格局的形成。

2015年 8月 26日，“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畅行中原”服务平台正式
上线，这是全国首家融合交通出行信
息查询与发布、交通运输执法监督与
处理、汽车票查询与购买等功能的

“微信交通运输综合服务”项目，也是
全省的“互联网便捷交通”政府官方

微信服务平台。
“对于社会和公众来说，智慧交

通让百姓享受到了更贴心的服务。”
省交通运输厅副巡视员宋华东表示，
统一的交通地理信息平台、互联高效
的交通运输监管与应急网络体系所
提供的安全保障和信息服务，能够让
人们未来出行真正实现“行在云中”

“乐在网中”。
此外，云平台上运行着50余个系

统、10亿条数据，客运联网售票日最高
售票达12万张，冷链物流交易平台月
均交易额达3.5亿元……对于政府来
说，交通大数据也让政府的管理和服务
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为政府科学决策、
管理路网提供支撑依据，有效提升了高
速公路网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未来可期。到 2020 年，我省交
通运输部门将投资25亿元打造智慧
交通，建设将实现“五个一”模式：业
务协同依据“一张图”、行业监管形成

“一张网”、运输服务依托“一张卡”、
基础设施基于“一片云”、协同指挥纳
入“一中心”，同时建成行业运营智能
化综合平台、出行服务综合平台等四
个平台，全面提升河南交通运输的现
代化水平。①1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亮河南

漫步“云”端让交通更“智慧”

在高速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利用射线成像技术对车辆进行快速检测。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30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已敲定了
首批 18家大数据产业园，作为打造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载体，加快推进河
南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我省坚持产业集聚发展与园区
功能完善同步推进，依托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郑州高新区大数
据产业园区，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国际智能终端大数据产业园
区，依托洛阳市洛龙区政府建设洛龙
区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区，依托洛阳市
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管委会建设洛阳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区大数据产业

园区等，科学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加速
汇集，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优势资源，
推动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协同
高效的园区发展格局。

按照要求，这 18个大数据产业
园区要围绕数据应用的全流程，发展
各具特色的大数据硬件产品制造、软
件及应用服务、信息技术核心基础产
品，打造完整的大数据产业链。

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对大数据
产业园区建设将优先予以用地保障，
但坚决防止变相发展云地产、大数据地
产。所在地政府可对企业投资园区建
设、入驻园区企业办公场地和宽带租
赁等方面的投入给予适当补贴。③6

我省规划建设
18个大数据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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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三板最具投资价值三十强特刊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助力豫企乘“市”而上
——河南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精彩发言实录

04～05│金融周刊

5月 30日，全国 8100万科技工作者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节日——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

一年前的今天，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
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同时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夯实科技基础、强化战略导向、加强科技
供给、深化改革创新、弘扬创新精神……这一
年，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
国科技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
大科技。”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页岩
气勘探到量子计算机研发，深空、深海、深地、
深蓝，中国科技突破全方位出现，一批“叫得
响、数得着”的科技成果惊艳全球。

从“向科学进军”到“迎来科学的春天”，从
“占有一席之地”到“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
技大国”……中国的创新之音越来越激越、昂
扬，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之门，已经
开启。

中国突破：只争朝夕，科技发展
站在飞跃的新起点

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
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让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是几代中国人的
梦想。通过十年努力，2017年 5月，C919成功
首飞，实现了国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让中
国不再是“没有翅膀的雄鹰”。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正努力重
现历史辉煌，在科技创新上“重回世界之巅”。

历史的转折，往往再回首才能看得更清晰。
2016年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
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科技创新，不能等
待观望，不可亦步亦趋，当有只争朝夕的劲头。”

此后一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推
动我国科技事业实现长足发展。

这一年，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
成使用，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发射升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
量子计算机成功构建，“海洋六号”科考船刷新
多项极地和深海科考纪录……夯实科技基础，
强化战略导向，科技创新领域“国之重器”不断
涌现。

这一年，5G引领势头逐渐形成、特高压输
变电关键技术领跑世界、LED照明产品产量和
应用规模全球第一……科技创新“三跑并存”中
并跑、领跑的比重越来越大。从北京中关村到
上海张江，从深圳南山到武汉光谷，“创新之
花”竞相绽放，国人信心和梦想不断被点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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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李若凡）端
午节小长假期间，全省天气晴好，夏收
夏种进度加快。截至 5月 30日，我省
已收获小麦2409万亩，占全省小麦总
播种面积 8200万亩的 29.38%。夏播
面积 1664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已播
798万亩，占预计面积的12.9%。未来
几天，我省将多次出现强对流天气过
程，已成熟田块注意抢收抢晒。

省农机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5
月 30日 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 2409

万亩，当日投入收割机 9.5 万台。其
中，信阳、邓州、固始收获超九成，南
阳、新蔡收获超八成，驻马店、平顶山
收获超五成。郑州、洛阳、许昌、漯河、
开封、新乡已开始小规模收割。

夏种方面，截至5月30日，全省累
计夏播面积1664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已播798万亩（含玉米530万亩、水稻
19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12.9%；花生
已播501万亩；蔬菜已播279万亩等。

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我省

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频繁，北中部大部
分地区有干热风。专家提醒，已成熟
田块注意抢收抢晒，野外作业注意防
雷，确保人员安全。

5月 31日白天，商丘、周口、驻马
店、信阳四地区东部以及永城、鹿邑、

新蔡、固始阴天转多云，局部有阵雨、
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北中部
部分地区有干热风。

6月 1日，全省南部多云转阴天，
局部有阵雨、雷阵雨。6月1日到2日，
北中部大部分地区仍有干热风。③5

我省已收小麦超2400万亩，未来几天

阵雨雷阵雨频繁 注意抢收抢晒

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5月30日，宁陵县农机局三夏服务队队员驾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该县柳河镇黄鲁庄村麦田里抢收小麦。⑨6 吕忠箱 摄
庆祝河南日报创刊6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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