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梁振廷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黄岱昕

这个国庆节，河南日报“两微一
端”推出《国庆69周年，我们邀你比

“69”创意、晒出彩照片！》活动，邀
请广大网友晒出精彩创意图片！围
绕今年国庆节的关键数字“69”，新
媒体“两微一端”平台推出了以“比

‘69’创意，为新中国庆生”为主题
的“创意网络众筹”活动。

活动9月28日一经推出，就点燃
了广大网友的热情，众多网友积极参
与，各种精彩创意通过河南日报“两
微一端”、用户微信群、抖音等不同平
台，源源不断汇集而来。“十一”黄金
周里，网友们向河南日报新媒体贡献
两千余条创意十足的照片和视频。

“69”很快成为这个国庆刷爆网络的热
词。河南日报“两微一端”通过滚动直
播、话题互动等多种形式展示传播网
友们对祖国的创意祝福，相关报道页
面浏览量超过100万人次。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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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新动能 注入新活力 塑造新优势

2018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10月底开幕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8年 10月31日－11月2日 郑州市

2018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
活动项目合作对接和邀商招商工作已全面
启动。热烈欢迎国内外政、商、产、学、研及
金融等各界有识之士洽谈对接！

活动筹备咨询热线：
0371—65509866 65507663
项目对接咨询热线：
0371—65509884 65509952
邀商参会咨询热线：
0371-65509804 65509870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是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区域产业转移合作对接

平台，由河南省和工信部共同创办于 2010

年，今年将办至第六届。本届活动聚焦打好

“四张牌”和推动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

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绿色制造为重点，持续

深化制造业开放合作，促进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服务链多元协同，打造更具活力的

开放创新生态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加

快全省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为中原更加出彩集聚新动能、注入新活

力、塑造新优势。

活动内容

（一）开幕式暨签约仪式
咨询电话：0371—65507663

（二）智能制造引领转型发展报告会
咨询电话：0371—65507663

（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
程第十二届学术会议

咨询电话：0371—65507663
（四）第十一届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暨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咨询电话：0371—65509873

（五）院士中原行暨新型材料转型发展专
题对接活动

咨询电话：0371—65507678 65507620
（六）智能装备暨智能网联汽车专题对

接会
咨询电话：0371—65509864

（七）绿色制造专题对接会
咨询电话：0371—65509953

（八）工业设计专题对接会
咨询电话：0371—65509829

（九）军民融合发展专题对接会
咨询电话：0371—65509619

（十）中德智能制造合作主题论坛
咨询电话：0371—65507685
（十一）人工智能发展高峰论坛
咨询电话：0371—65509831
（十二）省辖市专场对接活动
咨询电话：0371—65507635
（十三）外省（区、市）专场对接活动
咨询电话：0371-65509874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9月 30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 2018 年度
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评审工作已圆满
结束，共评定高新技术企业 581家。其
中新认定企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23.2%，
达到388家。

省科技厅高新处负责人介绍，这
581家高新技术企业共获得自主知识产
权 7920项，其中发明专利 920项，科技
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 17.26%。
这些高新技术企业近三年研发费用8.11
亿元，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4.15%；近

三年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37.28%，呈现
出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特点，对促
进全省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科技厅会同省财
政厅等部门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力度，组织起草了《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
划实施方案》，全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实
现量质齐升。同时，各部门强化协同联动，
加快认定步伐，力争全年新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700家以上，为到2020年全省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实现倍增奠定基础。③6

本报讯（记者 孙静）自今年 10 月
起，全省企业开办时间将压缩至 4.5天
（指工作日，下同）以内，其中，工商登记
办理时间将不超过2.5天，公章刻制时间
不超过1天，申领发票时间不超过1天。

9月28日，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省
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为落实《意见》要求，工商系统提
出四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压缩工商登记办
理时间。其中，明确界定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时间，要求对于提交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工
商部门应当场办结；对于符合条件的企
业设立登记申请，应通过业务系统出具
《受理通知书》，并于出具之日后两天内
为企业办好营业执照；同时强化一次性
告知制度，需要申请人修改或补充提交
相关材料的，工商部门应及时出具《一次

性告知书》，逐条、详细、清晰列明要求。
此外，根据《意见》，我省将持续优

化各级政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功能，将
各部门分设的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
口，实现申请人办事“一次提交、同步办
理、限时办结”，让企业开办“一次办
妥”。同时，申请人信息采集过之后，工
商部门将工商登记数据通过我省统一
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与公安、税
务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互通互认。

《意见》还明确要求，实现新办企业
一天内能领到发票。对已在工商登记
机关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
执照的企业，税务部门应简化手续不再
单独进行税务登记；同时优化发票申领
程序，将新办企业首次办理申领发票的
时间压缩至 1天以内；推动税务部门发
票申领窗口进驻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并
统一办理业务。③6

新华社郑州10月4日电 记者从河
南省教育厅获悉，该省将着力提升乡村
教师工作生活待遇，在全面落实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

据了解，河南省计划按照乡200元/月、
村 500元/月、教学点 800元/月的标准
给予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并且，

2017年到 2020年计划投资 14.4亿元，
建设周转宿舍2.38万套，重点解决4.29
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住宿问题。

此外，河南省还将进一步加强农村
寄宿制学校建设，确保顺利完成2018年
改扩建、新建 900所寄宿制学校的建设
任务，达到每个县至少有一半的乡镇完
成改扩建、新建一所寄宿制小学目标。

我省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581家

本月起在豫开办企业只需4.5天

我省再提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待遇

最高每月补助800元

创意 红遍网络
汇集创意两千余条 浏览量超百万人次

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住院楼，医护人员和患者通过点灯组合成“69”庆祝国庆。②33 本报记者 梁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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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7日上午，兰考县上河恬园湖畔，18对新人在
亲人及社会各界的见证下，举办了一场“崇尚新风尚、追
求新生活、拒绝高彩礼”的集体婚礼。

婚礼现场，18对新人发出倡议：自觉抵制高价彩礼，以
低彩礼、零彩礼的实际行动，引领文明、节俭、健康的婚嫁新
风，弘扬社会正能量。⑨3 图/李良 文/本报记者 童浩麟

追求新生活 拒绝高彩礼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马义恒

随身物品最终寻回，走散的亲友被民
警帮忙找回……一桩桩小事，让这个“十
一”假期充满温暖，也让“老家河南”这段旅
程更加深入人心。

追踪千里寻包记

10 月 4日晚上 7时许，王屋山景区工
作人员接到郑州李先生的求助电话，“我的
背包丢失了，里面有现金若干、手机、车钥
匙、证件及多张银行卡，能不能麻烦你们帮
我找找！”景区办公室值班人员接到电话
后，第一时间通知智慧监控中心负责人，随
即安排值班人员调取当天下午 6时左右的
监控视频，同时也通知了观光车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发动全队司机帮忙寻找游客丢
失物品。根据李先生的描述，监控中心值
班人员对当天所有视频进行逐一排查比
对，终于在晚上 8时左右找到一位疑似捡

包人的游客，工作人员又进行多次比对，最
终确定一位鹤壁游客捡到了包。工作人员
及时与当地派出所沟通，在凌晨两点与该
捡包游客取得联系，帮助李先生找回了包。

“我打电话求助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李先生对景区工作人员赞不绝口，

“非常感谢你们！你们的智慧监控系统真的
很强大，另外你们的工作态度很让人感动！”

真诚服务赢得游客点赞

10月1日晚上，在洛阳市钼都利豪国际
饭店，一名游客提出隐形眼镜护理液没有
带，员工跑了好几家药店才为客人买到。

10月 2日，新密承誉德大酒店服务员
李松慧准备为客人收拾房间，打开房门的
一刻，“我惊呆了！”她说，客人在消防喷淋
头上扯了一条绳，晾满了衣服。因担心消
防喷淋稍微一碰就会出水，打湿衣服，李松
慧麻利地收拾好客人的衣服并拿去进行了
清洗熨烫。客人连连称赞河南的酒店服务
好，处处为客人着想。②44

“老家河南”景美人更美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申一
辰）记者从 9月 27日至 28日在洛阳市
栾川县召开的河南省非煤矿山尾矿库
治理暨示范矿山建设观摩会上了解到，
由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与洛阳
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
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组矿用卡车，已经通
过国家矿山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
检验检测，打破了国外矿山设备公司的
技术垄断。

据了解，河南跃薪与洛阳钼业自
2015年开始对智能矿山进行研发，经历
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无人远程操控阶
段、远程纯电动矿山车阶段、无人驾驶纯

电动矿山车阶段。所有车辆不再需要人
工驾驶，全自动运行，尤其是在负载、避
障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跃薪与洛阳钼
业联合研发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组矿用
卡车具有环保无废气排放、节能效果
好、成本低、投资少、易于推广的显著优
势，在“零排放”的基础上，较燃油卡车
可节约能源费用75%以上，加速、爬坡、
续航里程等关键指标均处于行业前列，
实现了露天采矿设备远程操控。业内
专家表示，该产品打破了国外矿山设备
公司的技术垄断，对中国智能矿山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③8

我省智能矿山建设再获新突破

新能源矿用卡车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9月 29日，两位读者正在认真读书。近日，郑州一些书店的读者又多了起来，
人们趁着双节假期收获知识，充实精神世界。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我爱你我爱你，，中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