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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2月 14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
到，今年前11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4435.9亿元，比去年同
期（下同）增长 6.2%。其中，出口 2634.3 亿元，进口 1801.6 亿
元。11月当月进出口783.6亿元，增长35%，创下了我省进出口
单月历史新高。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前11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
有以下特点:

加工贸易占比超六成，一般贸易大幅增长。加工贸易进出
口2873.3亿元，占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六成多。一般贸易进出
口1440.9亿元，增长超两成，占比超三成。

近七成进出口额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民营企业增势显
著。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954.4亿元，占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
66.6%。民营企业进出口1096亿元，增长18.5%，占24.7%。

美国、欧盟和台湾地区为我省前三大进出口市场，其中对美
国和台湾地区进出口快速增长。我省对美国进出口 873.8 亿
元，占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近两成；对台湾地区进出口459.7亿
元，增长37.8%。

此外，前11个月，我省手机出口量增长较快，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品、农产品、机械设备、铝材等出口增速快于整体；集成电路
仍为第一大进口商品，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的零附件进
口倍增。③4

为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我省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促进全省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履职尽责，更好地宣传脱贫
攻坚政策，畅通贫困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现将全省扶贫系统
咨询监督服务电话、电子邮箱、官方微信公众号、信访手机
号等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

一、可通过咨询监督服务电话进行政策咨询、工作监
督、问题举报，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2:30-5:30。

二、非工作时间请发送电子邮件或信访手机短信。
三、政策了解和咨询可以关注各地扶贫部门官方微信

公众号。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1月18日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

单 位 咨询监督电话 电子邮箱 官方微信公众号 信访手机号

省扶贫办 0371-65919535 Hnfpb12317@163.com 河南扶贫 17737793060

郑州市扶贫办 0371-67185453 Zzsfpb@163.com 郑州脱贫攻坚 18790290608

开封市扶贫办 0371-25953508 Kfnb504@163.com 开封市脱贫攻坚 13103785600

洛阳市扶贫办 0379-63935173 lysfpb@126.com 洛阳扶贫 18637995233

0379-65956505

平顶山市扶贫办 0375-2661631 Pdsfupinban@163.com 平顶山脱贫攻坚 15716535027

安阳市扶贫办 0372-2163701 Aysfpb@126.com 安阳扶贫开发 18537289160

鹤壁市扶贫办 0392-3353569 Hbsfpb@126.com 鹤壁脱贫攻坚 15517891651

新乡市扶贫办 0373-2177361 Xxtpjd@126.com 新乡扶贫 18236191017

焦作市扶贫办 0391-8382959 Jzfpjd@126.com 焦作脱贫攻坚 15939161859

濮阳市扶贫办 0393-4415838 Pysfpb@163.com 濮阳扶贫 13939383198

许昌市扶贫办 0374-2965201 Xcstpgj@163.com 许昌脱贫攻坚 18623807919

漯河市扶贫办 0395-3121908 Lhsfpkfb@163.com 漯河扶贫 15939526039

三门峡市扶贫办 0398-2939280 Smxsfpb@126.com 三门峡微扶贫 13849809291

南阳市扶贫办 0377-61567225 Nysfpb@163.com 南阳智慧扶贫 15637797029

商丘市扶贫办 0370-3639057 sqsfpb@163.com 商丘脱贫攻坚 17537045909

信阳市扶贫办 0376-6366645 Xyfpblu@126.com 河南省信阳市 13213890270

扶贫开发办公室

周口市扶贫办 0394-8270226 Zksfpbggyx@163.com 周口脱贫攻坚 18638089730

驻马店市扶贫办 0396-2610268 Zmdsfpxf@126.com 驻马店扶贫 15639651017

济源市扶贫办 0391-6633993 jyfpzhk@126.com 济源扶贫 13623876016

巩义市扶贫办 0371-64353549 Zzgysfpb@126.com 巩义扶贫 13949042517

兰考县扶贫办 0371-26998016 Kffp002@126.com 兰考精准扶贫 13700787108

汝州市扶贫办 0375-6868851 Fpb0375@163.com 汝州扶贫 13461267111

滑县扶贫办 0372-5508712 hxfpbzczx@126.com 滑县扶贫办 13503461397

长垣县扶贫办 0373-8101237 chyxfpbxf@163.com 长垣县脱贫攻坚 18567558600

邓州市扶贫办 0377-62289096 Dz2008fpb@163.com 邓州脱贫攻坚 13838987808

永城市扶贫办 0370—5111513 Sqycsfpb@126.com 永城扶贫 15237056158

固始县扶贫办 0376-4667363 Xygsxfpb@126.com 固始扶贫 13507610212

鹿邑县扶贫办 0394-7560659 Lyxfpb@126.com 鹿邑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18603876675

新蔡县扶贫办 0396-5922462 Xcxfpbgs@126.com 新蔡脱贫攻坚 15103899029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公示

11月我省进出口
创单月历史新高

三门峡市淄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淄阳建投公司）是三门峡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批准成
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10
亿元，公司下辖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三门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5家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总资产约25亿元。公
司主要围绕示范区战略发展规划,以资
本运营为核心,发挥国有资本的基础性、
引导性、战略性、公益性作用,为示范区
重大基础设施、公益公用事业建设和产
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按照
PPP运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示范
区转型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根据需要，现公开招聘。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和职位要求
(一)招聘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

国，遵纪守法，诚信廉洁，有良好的职业
素养。

3.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4.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能够正常

履行职责的身体素质。
（二）招聘资格条件
①总经理资格条件
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1972 年

12月 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的，年龄
可适当放宽。

总经理职位须熟悉金融、经济、企业
管理等方面专业知识；熟悉国内财经法
规和投融资行业政策法规；熟悉资产重
组并购、公司上市等资本运作规律和模
式；具有较强的战略决策能力、组织协调
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能
独立主持大型项目投融资工作。同时具
备以下一种条件：

（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报名人员应是现任正科级以上职务。

（2）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报名
人员应具有央企二级子公司、省管国企
一级子公司、市管国企中层以上任职经
历或县管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正职任职经
历。

（3）大中型非公有制企业报名人员
应具有企业中层以上职务。

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或银行业监督
管理部门等机构任职人员，同等条件下
从优。

②总会计师资格条件
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1972 年

12月 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的，年龄
可适当放宽。

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或注册会计师
资格；能全面承担财务及审计的各项职
责,能对经济业务做出及时准确的评估；
熟悉国家财务、税务、审计等相关法规政

策；具有良好的风险防控能力，以及能够
履行国务院颁发的《总会计师条例》规定
职责的能力。

具有企业总会计师（财务总监）任职
经历，财政、银行、保险、证券等单位（金
融机构）从业人员，条件可适当放宽。

③专业人员5名资格条件
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往届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或“双一流”“985工程”“211
工程”大学全日制本科应往届毕业生。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
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职
责的身体条件；年龄要求 35周岁（1982
年 12月 31日后出生）以下；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招聘:①刑事处罚
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
查的人员；②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③曾在招聘
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招聘纪
律行为的人员。

二、待遇
聘用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待遇

实行年薪制加任期激励，年薪由基本薪
酬、绩效薪酬构成，上不封顶。总经理年
薪30万元（人民币）以上，总会计师年薪
为25万元（人民币）以上，专业人员8000
元到1万元，公司提供住房。

三、招聘程序和方法
招聘工作按照报名、资格初审、面

试、体检、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报名
1.现场报名时间：2017年 12月 18

日—2017年12月28日。
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
电话：0398-2751896
报名地点：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办公楼312房间
(详细地址：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圆通

路创业服务中心)
2.电子邮件报名截止时间为2017年

12月28日18:00。
电子邮箱：smxzyjt@163.com
3.报名办法
有意向者可填写《三门峡市淄阳建

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招聘报名登记表》
（请登录www.smxcyjjq.gov.cn下载），
填写一式三份，并附近期两寸免冠彩色
照片三张，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或
者网上报名。同时提供以下材料：①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永久居
留证），学历、学位、职（执）业资格、专业
技术资格（职务）证书及复印件；②个人
简历、近年来主要工作业绩（成果）材料、
获奖证书和相关证明材料及复印件；③
近期2英寸彩色证件照片。电子邮件报
名的，请将以上资料PDF格式扫描件发
送至 smxzyjt@163.com 邮箱。邮件主
题请务必按“姓名+应聘职位”命名。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2月18日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淄阳建投公司招聘公告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世龙 李震

河南传媒圈来了一位“新同事”：12
月 16日，在 2017(第十三届)大河财富中
国论坛暨大河财立方创立大会现场，今
日头条写稿机器人 XiaomingBot 正式
入驻大河财立方客户端，开设“小明看财
经”专栏。中原传媒界首次引入AI（人工
智能）写作。

一个机器人发了篇稿子

12月16日9:30，大河财立方财经全
媒体平台正式上线。大河财立方客户
端、官方微信、官方微博以及大河财立方
头条号等新媒体矩阵一起亮相。

大 河 报·大 河 财 立 方 特 约 记 者
XiaomingBot“首秀”的是一篇 1000多

字的稿子。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
上线1分多钟后，这篇稿子就通过大河财
立方头条号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河南
日报客户端、大河客户端、大河财立方客
户端、掌中河南客户端等随即进行了同
步推送。XiaomingBot 的声音通过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矩阵，抵达千万
粉丝的手机端。

在攻陷人类智力高地——围棋之后，
AI再次强势进入传媒行业。大河财立方
嫁接人工智能，是中原传媒领域第一次引
入AI写作，将深刻改变传媒生态，在中原
传媒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股价波动、停复盘分分钟成稿

“新同事”XiaomingBot的到来，要
归功于今日头条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个

实验室成立于 2016年，依托海量数据，
致力于基础技术的深层次研究,并将研
究成果应用到今日头条的产品中。

XiaomingBot 的创作方向是财经
新闻，目前，XiaomingBot 已经学会了
10多种财经稿件的创作，股价异动、午
评、收评、涨停复盘信息分分钟就能成
稿，每天完成百篇稿件不在话下。据介
绍，XiaomingBot综合了模板生成和自
动摘要技术，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期
间，共撰写了 457 篇关于羽毛球、乒乓
球、网球的消息简讯。其速度几乎能与
电视直播同步，作品的可读性与人类的
作品相差无几。

另外，XiaomingBot利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搭建起深度学习问答系统。
在今日头条的问题回答准确率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机器人参与新闻工作成焦点

“这个XiaomingBot是一个实体机
器人吗？”“他长什么样子？我们能不能见
见他？”“以后他能写什么新闻？”12月 16
日上午，当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正
式上线后，署名XiaomingBot的新闻刷
爆朋友圈，大河财立方客户端、今日头条、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大平台纷纷转发。

对这个新生事物，河南传媒圈人士
讨论热烈，人工智能机器人到底会给传
媒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界的朋友热
议大河财立方的上线，对这一新平台充满
期待。随着XiaomingBot的投用，在具
体新闻运营方面，大河财立方应该有新的
动作，为传媒业变革带来新的动能。③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12 月 16 日，在郑州 CBD 河南传媒
大厦举行的2017（第十三届）大河财富中
国论坛暨大河财立方创立大会上，大河
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宣告正式上线。
该平台充分借鉴先进通讯社生产模式，
引入AI写稿机器人、大数据等领先生产
工具，将对河南经济发展热点实施“无盲
点覆盖”“7×24小时”内容生产。

当日，与会的国内商界精英对大河
财立方财经全媒体纷纷寄语：“链接世
界、赋能中原。”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融
媒新平台起航

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正式上
线，与中国传媒业“大变局”发生共振。
这是本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上的最大亮
点。

据了解，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
台，主要以大河报财经新闻为基础，整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
的优质财媒资源，牢牢确立移动优先战
略，构建立体分发通道和传播生态，着力
打造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财经全媒体平
台。

据了解，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
台充分借鉴国内先进通讯社生产模式，
对河南的上市公司、拟 IPO、新三板、银
行、保险、证券、基金、资管、创投等领域，
形成无盲点覆盖。它所生产的新闻形态
丰富多样，包括报道稿件、直播、短视频、
图集、调查等，真正实现了“7×24小时”
生产、分发。

不仅如此，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
平台还搭载国内领先的 AI写稿机器人
XiaomingBot，旨在实现对传统媒体的
生产力重构，从技术端支撑该平台采编
生产对“人机协同”作战的探索。

不只生产技术领先，大河财立方财
经全媒体平台也足够“大”。除自有新
媒体平台外，大河财立方将充分融合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优质财媒资源，
并与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等
国内一流第三方媒介合作，聚拢 10 多
个新闻端口，纵贯移动端、PC 端、纸媒
端。

“今日上线的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
体平台，是我省媒体融合改革的最新成
果。这一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全
媒体平台，将持续提升我们讲好河南故
事、讲好河南企业和企业家故事、讲好河
南经济故事的能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相关负责人称，未来，大河财立方将持续
聚焦河南经济全领域，第一时间发布河
南各产业与要素市场的最新动态，全方
位、多维度地展现河南经济发展的细节
和全貌。

各界大咖建言大河财立方

“经济快速崛起的中原地区，亟须一
块与中国、与世界对话的财经新闻舆论
高地。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填
补了移动互联时代中原财经传媒领域的
空白。”这是中宣部媒体融合专家组成
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宋建武的
评语。

宋建武称，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传
统媒体依托自己在各地的公信力和链接

力，建造一个区域性的生态级媒体平台，
将会是它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大河财立
方这个平台上，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功能。大河财立方是建构新的互联
网平台的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

他还认为一个社会的运转，实际上
是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流合一”的
结果。资金流主要在金融行业手里，信
息流主要在媒体手中，这两流在大河财
立方汇成一个社会新主流，将是架构互
联网平台一个好的条件。

看到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所
提出的“链接世界、赋能中原”口号，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
峰颇感振奋。

他称，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发展的
重要关口，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当
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这其中，金融
业的本土化创新和探索至关重要。事实
上，金融的本质是信息和资讯。“大河财
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的成立，标志着传
媒业助力金融业本土化改革创新，成为
一种新的可能。”

引金入豫、链接“金实”、立体赋能，
是金融豫军集群对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
体平台的深度期许。

参加本届大河财富中国年会的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菅明军，对大
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的评价是：非
常好的想法和创意。不仅顺应了近年来
河南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代表了河南
主流金融机构的共同心声。

对于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
河南中原金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旭的
看法是，“中原诞生首个财经全媒体平
台，既契合了河南产业经济发展的多维
度需求，又满足了百姓对创业、就业、提
高生活质量的期待。”

田旭认为，大河报本是全球发行百
万级的大报。脱胎于此的大河财立方全
媒体平台应立足河南、面向全球，将国
内外先进的创新科技、商业资讯、资金、
服务、技术等，持续输送到河南经济土
壤中，做豫企的“财讯动脉”管道，真正
实现“链接世界、赋能中原”的核心价
值。③7

各界大咖殷切寄语

大河财立方 有“财”有担当

记者“小明”入职“大河”AI写作亮相中原

商界精英齐聚大河财富中国论坛。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俊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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