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栾姗）计算产业的“大
航海时代”，河南如何抢占发展制高点？4
月 3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联合印
发《河南省鲲鹏计算产业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河南依托华为公司技术力
量，硬件制造和软件适配协同发力打造

“Huanghe”品牌，建设全国重要的鲲鹏
生态创新中心和鲲鹏计算产业发展高地。

据预测，到2023年，中国计算产业投
资空间1043亿美元，接近全球的10%，是
全球计算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
引擎。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基于新一代
计算平台，中国的服务器、存储、操作系
统、数据库等 IT企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

机遇。
河南抢抓“算力时代”发展机遇，主动

强化与华为公司战略合作，争取鲲鹏生态
布局和推动鲲鹏计算产业在我省快速落
地：2019年 10月 24日，省政府与华为公
司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涵盖鲲鹏
创新中心、品牌生态发展和设备生产；
2019年 12月 17日，黄河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成立暨“Huanghe”品牌正式发布；
2019年 12月 30日，黄河鲲鹏服务器和台
式机生产线投产暨首批产品交付。“此次
《规划》的出台，是明确了鲲鹏计算产业在
河南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省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省情和产业发展预测，《规划》制
定了 3 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的“时间表”：
2020年，形成年产“Huanghe”服务器 35
万台、PC机 75万台、平板电脑 20万台的
生产能力；2022年，集聚一批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初步建成国内重要的鲲鹏软件研
发集聚地，力争品牌影响力进入全国第一
方阵；2025 年，“Huanghe”成为我国信
息技术自主可控知名品牌，培育 2—3家
行业领军企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千
亿级鲲鹏计算产业集群。

《规划》指出，鲲鹏计算产业发展布局
以郑州大都市区为核心。在郑州，重点建
设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壮大河南鲲鹏

产业联盟，引进培育专业软硬件生态团
队，构建鲲鹏产业发展核心区；在许昌，重
点布局鲲鹏产业硬件生产基地和销售中
心，加快形成“Huanghe”服务器和PC机
系列化、规模化生产能力；在新乡、开封等
地集聚一批产业链配套企业，建设鲲鹏产
业配套协作区。

鲲鹏计算是我国面向未来计算产业
的布局重点。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执行秘书长高素梅说，河南参与构建华为
鲲鹏计算产业，对于补齐自身创新“短
板”、解决软件“软肋”，推动数字经济跨越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③8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蒋琮琮
刘畅）测体温、查绿码、全身消毒，戴口罩、
穿鞋套……4月 2日，位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南部的郑州合晶硅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合晶”）内，每一道
防线都严谨有序。走进洁净明亮的现代
化标准厂房，只见机械臂快速有力运转，
身着白色无尘工作服、佩戴口罩的工作人
员时刻关注着长晶情况，一片片“中国芯”
硅晶片，从这里拉制、切片，发往全球各地
知名的芯片生产企业。

作为我省首家半导体级硅晶圆片生
产企业和省市重点项目，自2月17日全面

开工生产以来，郑州合晶的订单量已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5倍多，当很多企业还在打
生存战时，郑州合晶已经实现了逆势上扬。

“疫情刚发生时，我们心里也没底，但
政府一系列‘硬核’举措，让我们吃下了复
工复产的‘定心丸’，目前公司到岗人数
265人，复工率已达 100%。”该公司协理
陈志刚告诉记者。

陈志刚说，正式复工后，100多名员工
第一时间到岗上班，但产能依然不足。得
知这一情况后，航空港实验区相关部门一
方面联合企业梳理外地员工名单，协调符
合条件的外地员工来郑返岗，另一方面组

织线上线下招聘会帮助招募新员工，半个
月后，新招募的41名员工就开始上岗生产。

为支持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航空港
实验区在执行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基础
上，结合实际制定了支持企业（项目）复工
复产若干政策，积极开展送政策、送服务、
送要素、强信心“三送一强”活动，通过一
系列举措帮助辖区内各类市场主体有序
复工、尽快达产。在郑州合晶，服务专班
结合资料审查和现场督查，尽力缩短复工
审核时间，现场指导防疫复工工作，协调
解决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问题，帮
助企业申请复工奖励和防疫补贴。根据

政策，郑州合晶可获得多项复工奖励和补
贴，目前第一笔补贴已经到账。

返岗复工问题陆续解决，生产线产能
逐步恢复，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郑州合
晶如约发货，不但获得关键客户的肯定，还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溢出”效应——订单量
激增。“疫情防控期间订单量不降反增，对
我们来说是个机会，3月份起，郑州合晶全
体员工24小时轮班作业全力赶工，争取把
疫情影响的产量补回来。”陈志刚说。

据了解，郑州合晶 2018年 10月正式
投产，目前硅晶圆片月产能10万片，计划
今年年底达到月产能20万片的目标。③8

我省鲲鹏计算产业发展有了“路线图”

“硬核”举措助力复工复产

这家企业订单量逆势增长5倍多

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今年的清明节，
小长假刺激全省各地旅游消费作用明显。
乡村游、赏花游、近郊游成为出游热点。

数据显示，3天小长假，嵩山少林寺景
区共接待游客 10278人次；济源接待游客
21.6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比复工首日增
长 494%；新县 3天共接待游客 28.6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57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3.5%、4.8%。4月 4日，云台山景
区接待游客 15248 人，是前一日的 14.2
倍。4月 5日，永城芒砀山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超1万人。

洛阳的牡丹花、鹤壁的樱花、光山县
的桃花、宝泉景区的郁金香、封丘县等地
的油菜花，成为赏花经济主体。新县老家
寒舍、木槿山岗、水塝院子等民宿点市场
紧俏。

为了抓住小长假的市场回暖契机，我
省在 3月中旬启动“美好春游季”活动，提
前为市场预热。各景区推出系列旅游优
惠政策，为市场恢复积蓄力量。如洛阳推
出“一元一张游洛阳”和“99元游栾川”活
动，云台山景区推出 100元不限次任意游
览2020年票……

清明小长假期间，全省各地旅游场所
疫情防控和旅游服务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全省未发生重大涉旅安全事故，未接到重
大旅游投诉。③6

乡村游、赏花游、近郊游成出游热点

清明小长假安全有序

44月月66日日，，汝南县宿鸭湖水库正在进行汝南县宿鸭湖水库正在进行清淤扩容工程清淤扩容工程。。夕夕
阳下阳下，，湖面光影变幻湖面光影变幻，，清淤船清淤船、、渔船渔船、、游客与春色交相辉映游客与春色交相辉映，，呈呈
现出一派春日美景现出一派春日美景。。⑨⑨33 孙凯孙凯 摄摄

宿鸭湖清淤扩容进行时宿鸭湖清淤扩容进行时

4月6日，一群太极拳爱好者在扶沟县人民公园樱花园中赏花。⑨3 黄金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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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
会，既开启了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新的篇章，也为渑池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渑池如何借势而上，实现高质
量发展，4月3日，记者采访了渑池县委书记杨跃民。

杨跃民说，渑池与洛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连，有
着深厚历史联系和现实合作基础。自去年以来，渑池积极与
洛阳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对接，着力推动交通、产业、文化、生态
等重点领域的协同发展。一是加快交通无缝贯通。全力推进
国道 310南移、省道 313提质、渑淅高速等重大交通设施建
设，积极参与洛三城际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为畅通都市圈人
员、物资流动提供便利。二是加快产业有机链通。推进县产
业集聚区“二次创业”，持续壮大铝及铝基新材料、装备制造和
电子信息等主导工业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在洛渑新材料产业
带规划建设中补链延链强链。三是加快文旅深度融通。全力
做好国家层面仰韶文化两个“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各项工作，
探索推进仰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河洛文化、古都文化等的共
同保护。四是加快生态全面连通。以创建黄河保护治理示范
区为契机，全力做好“四水同治”，与洛阳一起做好黄河生态文
化保护。

为了推动落实，渑池县成立主要领导牵头，发改、工信、交
通、文旅、自然资源、生态环保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建立工
作机制，加强沟通协商，定期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根据省、市有关政策，及时出台精准的
保障推进措施，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洛阳都市圈一体
化建设进程中来。

杨跃民表示，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是落实中部地区崛起
重大战略、建设中原城市群的有力举措，是全力做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我们将对县域内自身文
化、区位、资源、产业优势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结合洛阳
副中心城市“一中心六组团”总体布局，找准切入点、抓住突破
口，借势而上、借力而为，在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大格
局中展示新担当、实现新发展。③4

抢抓新机遇 实现新发展
——访渑池县委书记杨跃民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4月 6日，副省长武国定率领省农
业农村厅、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赴开
封、周口等地暗访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武国定先后到尉氏北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博惠牧业、尉
氏县洧川镇养殖小区、立昌生物科技公司、开封市大红门食品
公司和扶沟县宏达农贸公司等地暗访，现场检查高速路口非
洲猪瘟检查点、养殖场户、无害化处理场、屠宰企业的消毒消
杀、检验检疫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慰问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的
动物检验检疫人员。

在扶沟县练寺镇政府，武国定与基层农业农村、动物检验
检疫部门人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
防控，严把养殖监测关、生猪出栏关、生猪调运关、生猪屠宰
关、无害化处理关，确保不发生新的疫情；要提升防控能力，保
障基层动物疫控机构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员、设备、资金配
备，实现防控工作关口前移；要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部
门监管责任，巩固好非洲猪瘟防控成果，促进我省生猪产业健
康发展。③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4
月 6日晚 8时，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洛阳市政府
共同承办的第 38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以线上直播的方式

“云”端开幕。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以视频形式在特别节目中宣布

牡丹文化节开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牡丹情 黄河魂”为主题的第

38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特别节目创造性采用“线上直播”
的方式进行。

演出在合唱《牡丹情 黄河魂》大气磅礴的旋律中拉开帷
幕；时代楷模陈俊武院士、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影视演员
鲍国安等人士，以及日本冈山、法国图尔等洛阳友好城市的代
表，在线上为牡丹文化节送上“云祝福”。歌舞《国色天香赋洛
阳》将文艺演出推向高潮，吹响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嘹
亮号角。

据悉，4月 6日上午10时至4月 7日上午10时，洛阳市推
出“云赏牡丹 花开满屏”24小时大型线上直播活动，通过“网
络直播+电视直播+网络互动”的方式，将洛阳的厚重历史文
化、经济社会发展、城市文明风貌、文艺精品佳作等贯穿始终、
有序衔接，充分展示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牡丹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独特魅力。

本届牡丹文化节将持续到 5月 5日。清明节期间，洛阳
部分牡丹园的早开品种牡丹渐次开放，吸引了很多戴着口罩
的游客前来观赏。同时，观众可通过线上直播“云赏花”，足不
出户尽情领略国色天香牡丹的风采。③6

第38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云”端开幕

毫不松懈
抓好非洲猪瘟防控

4月 6日，在孟津县朝阳镇清晰园艺多肉植物精品花卉
基地，工作人员正通过网络直播、淘宝等多种“云端”渠道，将
多肉植物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⑨3 郑占波 摄

万众一心 加油干

▶▶44月月 55日日，，家长带家长带
着孩子在鄢陵县建业绿着孩子在鄢陵县建业绿
色基地踏青游玩色基地踏青游玩。。⑨⑨33
牛书培牛书培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