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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脉动中原
5G 赋 能·智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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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河南要抓住这个时机，趁
势而上，在区块链领域有大的
作为，能够在区块链的技术创
新发展方面作出一定贡献。

□本报记者 陈辉

目前最火的互联网概念，非区块链莫属。
11月 13日，第六届河南省互联网大会

主论坛上，在河南工作过 18年的中国计算
机协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斯雪明说，我国
已经具备核心技术的区块链平台，区块链
的标准研制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电子票据、
司法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当前，区块链技术创新和应用研发蓬
勃发展，国内区块链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应用、基础设施平台和行业服
务的产业链条。”斯雪明在演讲中提到，各级
政府已经全面布局区块链创新和产业促进，
到今年上半年，国家各部委出台相关的政

策达到了12项，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超
过30个省市发布了区块链发展优惠政策。

他指着一份全国区块链企业的数量分

布图说，北京最多，然后是上海、广东、浙
江，“很遗憾的是，在这里没有看到河南。”

他说，区块链已成为全球技术发展的
前沿阵地，创新创业的新热土。区块链将
在实体经济中广泛落地，成为数字中国建
设的重要支撑。区块链还有望打造新型平
台经济，开启共享经济新时代。区块链加
速可信数字化进程，带动金融脱虚向实服
务实体经济。未来，区块链监管和标准体
系将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基础继续夯实。

“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为区块链行业
带来了春天。希望河南要抓住这个时机，
趁势而上，在区块链领域有大的作为，能够
在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发展方面作出一定贡
献。”斯雪明说。③4

希望河南在区块链领域有更多作为
——中国计算机协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斯雪明谈区块链发展

专访

要闻│052019年 11月 14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高超 李倩 美编 周鸿斌

●● ●● ●●

抓住互联网的下半场抓住互联网的下半场

“我国移动用户将近16亿户了，已接近
增长极限。目前，消费电商发展领先，但是
企业电商、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旅游发展
滞后，这既是互联网下一步发展的机会，也
需要一些新动能、新模式破解难题。”中国工
程院院士邬贺铨在《5Ｇ与互联网的下半场》
主题报告中指出，被看作互联网下半场的工
业互联网现在刚起步，它的新动能尚不足
以弥补消费互联网下降的动能。现在正处
于互联网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在消费
互联网需要深化、工业互联网需要加速的时
候，5G来的正是时候，使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这些技术如虎添翼。据麦肯锡咨询
公司的数据显示，到 2030年工业互联网能
够为全球经济带来14.2万亿美元的增长。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是万
物互联的枢纽，是新型的基础设施，也是实
现数字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基石。”中国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在演讲中
说，工业互联网关乎中国制造的未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发展。首
先，它优化存量。我国有最为齐全的工业
门类，但是每一个门类差别很大，在两化融
合的基础上部署工业互联网，对企业竞争
力将是极大地提升。另外，有利于做大增
强。工业互联网不只是单指工业，它跟服
务业、农业、原材料都有很大的关联度，最
终是实现人机物的万物互联，实现一二三
产业、大中小企业全面融通发展，全面迈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工业互联网如果遇上人工智能将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

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柴天佑以《工业互联网与工业人工智能》
为题作了报告。他说，自动化与人工智能
之间有共同点，但两者实现的手段不同，人
工智能通过算法和系统能够完成自动化以
前无法完成的任务。目前的工业人工智能
则是两者结合。工业人工智能可以增强
劳动力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客
户，能使工业的各个环节产生变革，为先
进制造业带来新的希望。通过工业人工智

能与数字设计相结合，将制造过
程所需的信息无缝结合到从原材
料到产品的转换过程当中，从而形
成一个高度互联的工业实体。“我们国
家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花很大精力
把设施建立起来，标准也建立起来，下一步
如果结合得好，就可以弯道超车，从工业大
国变成工业强国。”③9

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和实体

经济的融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关键驱动力。2018年，

我省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25

万亿元。目前全省网络供给能力

大幅提升，信息消费市场持续扩

大，如何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

的新生态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六届河南省互联网大会

上，众多专家学者提出，要紧紧抓

住互联网的下半场，大力发展工

业互联网。

□本报记者 陈辉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月 13日，记者从省发展改
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北方大城市冬春蔬菜储备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河南的郑州、洛阳、南阳、开封 4座
城区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要适时调整储备规模，总
体规模不低于城区常住人口5—7天的消费量，保证重
点时段重要耐储蔬菜品种7天左右的动态库存。

据介绍，蔬菜是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副食
品，冬春两季是我国北方地区蔬菜生产淡季，一些大
路菜消费要靠由南向北长距离贩运，保障蔬菜市场
平稳运行是事关民生的大事。

《通知》指出，近期即将进入冬季大路菜集中上市
期，郑州、洛阳、南阳、开封要在城区储备为主的基础
上，探索发展近郊产地储备方式，依托农民合作社、种
菜大户等开展生产基地就地储备，支持产地地窖、冷藏
库等仓储设施建设，实现“藏菜于农”“先储后运”，在降
低农民种植风险的同时保障市民消费需求，确保储备
蔬菜调得进、存得好、用得上。

《通知》要求，要加大对蔬菜储备的政策支持力度，
已落实储备补助资金的城市要据实兑现，尚未落实的
要限期到位，有条件的城市要对储备过程中发生的合
理仓储费用、对企业建设和改造储备相关设施所需资
金给予适当的补助，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
蔬菜储备及相关设施建设给予信贷支持。③9

保障冬春蔬菜储备
够城区常住人口吃一周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 蔡春楠）11月
13日，记者从省地矿局获悉，由省地质调查院主导编
制的《富硒土壤硒含量要求》（DB41/T 1871-2019）
河南省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于2019年 12月 30日起
正式实施。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被科学家誉为“防癌之
王”“心脏的守护神”“天然解毒剂”，中国营养学会也将
硒列为人体必需的 15种营养素之一。硒资源产业开
发利用已成为国内富硒地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省地质调查院自 2004年以来持续开展我省土地
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初步查明我省拥有富硒绿色耕地
1439万亩，广泛分布于洛阳、焦作、新乡、安阳、郑州、商
丘、平顶山、南阳等地市。在此基础上，相继开展了“河
南省富硒产业发展研究”“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富硒小麦
标准体系研究”“河南省富硒土壤标准编制”等一系列富
硒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为发展我省富硒产业打下了
良好基础。此次发布的《富硒土壤硒含量要求》，详细规
定了富硒土壤的采样、分析、评价方法及硒含量要求。

据省地质调查院院长张古彬介绍，《富硒土壤硒含
量要求》的发布，标志着我省富硒土壤评价有了切合本
省土壤禀赋的标准，为我省富硒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规
范依据。③6

我省富硒土壤硒含量
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 月 13 日，在
2019（第六届）河南省互联网大会开幕式
上，由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与河
南省互联网协会共同组织开展的河南省首
届互联网企业双十强评选结果揭晓，大河
网等20家企业入选。

本次互联网双十强的评选方法采用
全国互联网百强的评选方法。入选互联
网十强企业是：河南锐之旗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郑
州市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青

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河网、河南大象
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新农邦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河南中原云大数据集团有限
公司、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向心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
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蛮蛮云计
算技术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入选最具潜
力十强榜。

这次评选是我省互联网产业的一次集
中展现。工信部信息中心信息通信研究所
所长刘今超在会上点评说，河南省互联网

十强企业发展势头强劲，2018年互联网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 73.9%，在经济新旧动能
转换的新时期仍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成为
带动河南数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企业
服务成行业新亮点，有效推动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传统
媒体转型、农业电商、产业电商等多项新
模式。潜力十强企业高度重视创新发展，
深挖消费互联网需求，培育出云服务、AI
翻译、互联网教育等新兴业务，前景可
期。③4

我省首届互联网企业双十强出炉现场

本报讯（记者 陈辉）河南 5G建设迎
来了生力军。作为和移动、联通、电信同
一批获得 5G 商用牌照的运营商，广电
5G 建设一直颇受市场期待。11 月 12
日，河南有线5G正式亮相并发布了工业
互联网计划。

当天，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与省
工信厅、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工行河南
省分行、广发银行郑州分行、河南铁塔、
华为、中兴等合作方举行5G暨工业互联
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合力推动广电
5G、智慧广电、工业互联网建设。

根据协议，河南有线将与河南省工信
厅聚焦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运
营、5G应用等领域，打造工业协同与服务
核心能力；与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共同发
展工业互联网、5G行业应用；与海康威视
等在视频大数据、AI安防、智慧警务、物
联网等领域开展建设、运营。为加快 5G
建设及商业应用，确保工业互联网、车联
网等项目快速顺利实施，河南有线与华为
公司、中兴公司、铁塔公司将在广电基础
网络建设、5G规划与建设部署研究、5G
行业业务孵化和示范推广、5G/700M融
合应用、智慧广电产业布局、智慧城市运
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合作。③4

我省广电5G启动

5G建设添新军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杨志匡）11月 13日，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经近千人次 96天奋战，漯
河市成功处置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限公司182吨库存
液氯，处置期间实现安全“零伤害”和环保“零污染”，顺
利消除了这一重大危险源。据悉，一次性处理 182吨
液氯重大危险源在全国尚属首例。

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漯河市开发区，
2019年 4月起处于停产状态，即将进入破产程序，液
氯库巡检、监控人员严重不足，库存液氯安全条件已经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存在一级重大安全隐患。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依法下达整改指令，漯河市安委办、
漯河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漯河市开发区果断采取措施，
聘请 3名专业人员对该液氯库进行 24小时应急值班
值守。同时，协调应急、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工作人
员进驻兴茂钛业公司，及时配备各类专业设备，定时排
泄氯气压力，防止氯气超压造成大范围泄漏，确保液氯
库安全，并第一时间联系具有甲级安全评价资质的河
南省祥泰安全评价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液氯库进行整体
安全风险评估。在风险评估的同时，漯河市组织有关
人员对液氯吸收系统进行了 13 次维修和改造，对 2
号、3号处置罐进行整体刷胶防腐堵漏作业，保证各项
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该情况上报漯河市委市政府和省应急管理厅后，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协调会，要
求漯河市相关职能部门将兴茂钛业公司液氯处置作为
头等大事、一号工程，成立库存液氯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抓好各项处置措施落实，并组织投入资金100余万
元，全力保障危险源处置工作。

据有关专家介绍，液氯化学名称液态氯，为黄绿色
液体，在常压下即汽化成气体，吸入人体能严重中毒，
有剧烈刺激作用和腐蚀性，在日光下与其它易燃气体
混合时会发生燃烧和爆炸。

据悉，目前在国内还没有类似成功处置 182吨液
氯的经验。面对挑战，漯河市安委办、应急管理局及漯
河市开发区等单位积极组织协调省氯碱安全专家多次
论证，省应急管理厅也派出专家服务团现场指导处
置。专家团从“新增无泄漏屏蔽泵装车系统液氯装车
外售、利用液氯储槽的气化压力外运、液氯气化烧碱吸
收”三种方案中，优中选优，最终采取“液氯气化烧碱吸
收法”进行安全处置。即液氯气化后，进入尾气吸收
塔，用烧碱吸收中和，生成次氯酸钠，以达到安全处置
目的。省内氯碱行业生产的龙头企业——河南永银实
业有限公司派出专业团队、专业人员、专业应急装备
等，开展 24小时不间断处置，保证处置过程中液氯储
罐压力、管道及阀门均保持完好状态，确保了整个处置
过程的安全。自8月2日进驻打冷却水井开始至11月
5日 6个液氯储罐全部安全置换结束，历时96天，共有
960名专业处置人员投入其中，圆满完成液氯储罐的
安全置换，成功消除这一重大危险源。③4

全国首例！我省成功处置
182吨液氯重大危险源

我省数字经济规模

已经达到 1.25万亿元

2018年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
的数据显示，到 2030年
工业互联网能够为全球
经济带来 14.2万亿美元
的增长

2030年

11月13日，2019（第六届）河南省互联网大会上，嘉宾在进行主题演讲。⑨3

参会人员在聆听主题演讲。⑨3

▼11 月 13日，2019（第六届）河南
省互联网大会在郑州开幕。⑨3 本版图
片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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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

制图/周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