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 7
月10日从省工信委获悉，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已联合印发
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信息化
成果更多惠及人民；以建设网络
经济强省为目标，进一步发挥信
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推动我省
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是规范和指导未来 10年国家信
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省实
施意见的出台，将为规范和指导
我省信息化发展，为信息化领域
制定规划、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实施意见明确了“统筹规划，协调
推进；创新引领，驱动发展；以人
为本，惠及民生；开放合作，互利
共赢；确保安全，有序发展”的基
本原则，围绕增强信息化发展能
力、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优化信
息化发展环境三大目标，提出壮
大电子制造产业、发展大数据产
业、促进新技术新业态发展、推进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 60项具体
任务，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建设
先进制造业强省、现代服务业强
省、现代农业强省、网络经济强
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支撑。

实施意见还明确了发展目
标，到 2020年，信息化成为驱动
现代化的先导力量，全省经济社
会各领域信息化发展水平显著
提升，信息化总体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建成发展能力基本
完善、应用水平相对领先、环境
优良有序的网络经济强省。到
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创
新突破，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基本
完善，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进入
国家第一方阵，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协同化的先进智能工业
体系初步形成，电子政务应用和
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高，网络安
全可管可控，信息化引领作用更
加突出。③6

我省出台贯彻落
实《国家信息化发展
战略纲要》实施意见

让信息化成果
更多惠及群众

◀7月10日，技术人员在扶沟县
光伏农业生态大棚电站进行设备检
查。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目前已正
式并网发电。⑨6 张力友 刘滨 摄

▼7月10日，在洛阳铜牛电气集
团，一台 110千伏、容量达 8万千伏
安特的大型变压器顺利下线。该企
业产品已出口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图为技术人员正在检查设备。⑨6
潘炳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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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张晨晨）7月 10日，记者从郑州商品
交易所获悉，该所的苹果期货、红枣
期货立项申请日前已获得中国证监
会批复同意。这意味着上述两期货
品种的上市准备工作已驶入“快车
道”。

“一旦上市，苹果期货可能是最
‘好吃’的期货品种了。”一位投资者
说道。据介绍，我国是世界上苹果
产量最大的国家，2016年全国苹果
产量约 4380 万吨，产值约 2320 亿
元，在水果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不过，近年来苹果市场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较大。由
于缺少有效的远期价格指导和避险
工具，产业链的相关主体难以主动
应对市场供需变化，只能被动承受
价格波动风险，经常造成果农和企
业盲目囤积苹果，出现“果贱伤农”、
企业损失严重等情况。上市苹果期

货则能够提升苹果产业链的抗风险
能力，实现产业平稳发展。

同时，苹果产业是我国农业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农业
部认定的 122 个苹果重点县市中，
有 33 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涉及数
千万果农，苹果种植是果农创收
的主要来源。苹果期货的推出，
也有利于提高期货市场服务“三
农”的能力，助力国家扶贫攻坚战
略的实施。

“作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品种，
苹果期货是郑商所探索期货市场服
务实体经济的新举措，是期货市场
服务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新尝试。”
业内人士认为，苹果期货的上市将
完善我国商品期货体系，开创我国
乃至全球首个鲜果类期货合约交
易，有利于增强我国苹果国际话语
权，进而形成全球范围的苹果定价
中心。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宋
茵）7月 10日上午，硅谷高端项目中
国行活动在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举办。11个硅谷高端项目寻求产业
合作伙伴，标志着郑州高新区在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中心，提
升全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进程中
迈出了新的步伐。

硅谷高端项目中国行活动由郑
州高新区管委会主办，河南省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新联盟、河南省国家大学
科技园、瀚海国际承办。本次活动以

“聚焦中国，辐射全球，国际合作，相
约郑州”为主题，旨在帮助国外创业
项目实现与省内城市、高新区、孵化
器、创投机构、企业等多方资源的对

接，达成“引进来”的目标，是郑州高
新区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
步。

此次路演项目以 IT 行业为主，
覆盖云计算/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
机器人、智能硬件/智慧城市、大健康
等热门前沿领域。项目团队以在中
国落地并找到产业合作伙伴为主要
需求，团队的创始人大多毕业于斯坦
福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美国知名高校。

硅谷高端项目中国行活动的成
功举办，搭建起了国外创业项目与郑
州高新区、孵化器、企业、创投机构资
源对接的平台，为全省创新创业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7月 10日，记者
从信阳市应急办获悉，信阳各县区7
月 8日夜间开始的暴雨，因降水时间
集中，雨量大、地表径流急，冲击力
强，大量积水无法及时排出而形成洪
涝灾害。截至7月9日21时，暴雨已
致浉河区、新县、上天梯管理区等地9
个乡镇、办事处1791人受灾，共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218万元。

据信阳市气象台监测，7月 9日
凌晨，降雨转为暴雨和特大暴雨，短
期降水量超过120毫米，其中浉河区
柳林乡监测点达191.3毫米。

信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于 9 日上午组织防汛专家会商，

研判防汛形势，制定强降雨防范措
施，及时向所属各防汛指挥部下发
通知，加强暴雨防范，并通过雨水
情信息系统平台和布置在全市的
200 多个监测点，及时监测雨情、
水情。

各县区及时组织乡镇干部按
照包保责任分工，层层落实防汛救
灾责任制，加强安全巡查，做好受
灾群众转移安置，对沿河沿沟危险
堤段和易滑坡地段加强重点摸排，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信阳市各相
关单位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抽调人
力物力，加强交通疏导、抢险排涝
和供电供水，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天
气影响。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张
晓静）记者7月 10日获悉，濮阳近期
陆续举行今年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共开工建设重大项目288
个，总投资 54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53.6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288个项目，涉
及工业、农业、城建环保、社会事业、
交通能源、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其
中，工业项目 96个、总投资 155.4 亿
元，城建环保项目 80 个、总投资

232.9 亿元，服务业项目 31个、总投
资 89.5 亿元，包括天润 100 兆瓦风
电、河南大田农机物流园、珍禾板业
年产15万立方米高密度生态植物纤
维板等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率高、带动
支撑力强的项目。

据介绍，濮阳坚持把重点项目建
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有力抓手，积极开
展“四比四促”扩大有效投资行动，推
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增强
经济发展后劲。③3

7月 10日，一架乌鲁木齐经停哈密至郑州的客机停在新疆哈密机场。
当日，由乌鲁木齐航空执飞的乌鲁木齐经停哈密至郑州的往返航线成功首
航。 新华社发

郑商所苹果期货立项申请获批
有望开创全球首个鲜果类期货合约交易

濮阳28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信阳暴雨致1791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218万元

硅谷高端项目来郑寻合作

本报讯（记者 何可 李林 通讯员
宋茵）7 月 10 日，郑州市国土资源部
门与房管部门在 5 个办事服务大厅
联合办公，设立 18 个窗口受理市内
五区不动产登记和房屋交易业务，
14 个窗口专门受理抵押业务的办
理，以解决此前郑州不动产登记工
作“排长队”“多跑腿”“效率低”等问
题。

根据两部门联合公告，5 个办事
服务大厅的位置分别是：郑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大厅（长江路与石门路东
南角）、郑州市房管局郑东新区CBD大
厅（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郑州市
房管局西区大厅（百花路与建设路西
南角）、郑州市房管局北区大厅（南阳
路与北环路西南角）、郑州市不动产登
记二七分中心大厅（赣江路与行云路
交叉口行政服务中心4楼）。

业内人士指出，联合办公是针对
郑州现行二手房交易流程繁琐问题而
采取的解决办法。对于抵押权的设

立、注销需要“两头跑”的情况，市国土
局与市房管局、银行积极沟通对接，在
5个办事服务大厅新设立了14个联合
抵押业务窗口，专门受理抵押业务的
办理。

据悉，为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对于
已在房管部门办理完毕交易或抵押备
案并已领取确认单的业务，仍然由房
屋所在区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受理并办
理登记。

为了更便捷、省时，郑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大厅和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二
七分中心大厅于 7 月 10 日起全面启
用微信预约系统，过渡期3天，过渡期
内采取微信预约与现场申请同步进行
的方式，过渡期后不再接受现场排队
申请。

郑州市房管局东、西大厅的房屋
转让业务可以通过“楼市微观房产交
易网约平台”进行微信预约，市民只需
预约一个号就可到联合受理窗口办理
业务，不必重复预约。③3

郑州不动产登记昨起联合办公
开设32个窗口解决“办证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