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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自然资土成交字〔2020〕K02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

位于 2020年 7月 9日分别在《河南日

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

登了 ZMDK-2019-36 号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

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第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

等规定，于 2020 年 7月 30 日在驻马

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

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3日

宗地编号

ZMDK-2019-36号

宗地位置

文娱二路与
金骏街交叉
口东北角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2465.47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亩）

156

成交金额
（万元）

5256.919980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市凤
凰置业有限

公司

ZMDK-2019-36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贷款申请
提交后，农商银行不到一周就将 300万
元贷款发放给我们，这对于我们今年实
现 5万吨的产量目标提供了很大的资
金支持。”7月 28日，说起这场金融“及
时雨”，济源国泰铂固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殷峰啸仍然难掩激动的心情。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
在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扩大产能等方
面遭遇困难。为着力帮助企业走出困
境，济源专门成立援企解困工作专班，
并建立了疫情防控领域重点支持企业
清单，在疫情防控期间共排查确定 16
家企业作为重点信贷支持对象，在贷款
额度、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方面落实
优惠政策。截至 6月末，济源大中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 204.91 亿元，同比增长
10.74%。

在金融杠杆的撬动下，济源工业生
产总体恢复向好，今年一季度增速先降
后升，二季度增速逐月加快，实现强势
反弹。济源财政金融局、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济源上半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增幅
居全省第一位。③6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小到一个厨房，大到一座城
市，甚至于水管中流动的水、环绕
周围的空气，一旦与传感器结合，
就不再是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仿佛
具有了‘触觉’、能够与人‘交流’的
生命体。”8月2日，在汉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参观时，这样的
讲解让记者耳目一新。

当你在商场里购物，手机上突
然显示报警信号，原来是厨房里忘
了关天然气。不用担心，家里安装
的燃气报警器一旦检测到燃气泄
漏，在报警的同时，智能家居联动
系统就会自动关闭天然气阀门，并
打开抽风机，防止燃爆事故的发
生。

一条街道突然“爆管”，大量自
来水涌出地面。与此同时，在市政
智慧管控平台的监控界面上，一个
故障警示图标在地图上不断跳动，
破损管道附近的几处阀门也自动
关闭。几分钟后，爆管处的“喷泉”
变成了小水流，维修工人抵达现场
开始抢修。

这些都得益于传感器技术。
“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人，那

么传感器就搭建起了‘人体’的‘五
官感知系统’。”汉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金贵新告诉记者，
传感器技术可以通过全息感知万
物的状态，进而实现人与物、物与
物的全方位、同步化智能交互。

立足创新抢占前沿，方能筑牢
发展之基。从 1998年推出第一款
天然气检测传感器，到几年后天
然气报警器、酒精检测仪等仪器
仪表相继投产；从气体检测仪表
业务进入国内前三，到2013年开始
布局以传感器为核心的物联网生
态系统……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的
汉威科技，已成为我省传感器产业

的“龙头”。
稳固核心技术优势，才是竞

争力的源泉。2009年成为河南省
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后，汉威的
研发方向从气体传感器不断扩展
到压力、流量、振动、湿度等多种
传感器门类，已拥有专利 596项。
目前，在气体传感器细分领域，汉
威产品居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超过 75%。

“传感器产业覆盖面广、细分
领域多，郑州的传感器产业化水平
居全国上游，与北京、上海等地差
距不大，具备了脱颖而出的潜力。”
金贵新说，2019年，郑州市发布了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规划，意在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这样的规划其实有着坚实的
支撑。郑州高新区经过多年发展，
除汉威科技外，还集聚了光力科
技、日立信、新天科技等 54家传感
器企业，其中包括众多智能传感器
终端领域的“隐形冠军”。

光力科技的瓦斯抽采管网监
控系统市场占有率达 90%左右，
日立信的智能电网终端产品在电
力行业仪表配套市场份额达 50%
左右，新天科技的智能水表及系
统 在 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第 一 ……
这为在郑州建设全国重要的特色
智能传感器产业基地奠定了坚实
基础。

物联天下、传感先行。“现在，
小小一部智能手机之中，就有几十
个传感器部件，物联网的蓬勃发
展，也为传感器产业打开了广阔天
地。”金贵新认为，传感器产业正推
动政府重构水、电、气、交通、环境
等公共服务，也在重新定义人们的
吃、穿、住、行、学习和工作，无论是
汉威科技集团，还是中国（郑州）智
能传感谷，都有着令人振奋的未
来。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2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按照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和省委、省委政法委的部署要
求，即日起，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坚持
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到
明年年底结束。确定 17个单位作为全
省公安机关教育整顿试点。

省公安厅指出，开展“坚持政治建
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是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
强新时代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全省公安机关要紧扣“坚持政治建警全
面从严治警”这一主题，突出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一体落实学习教
育、整改落实、制度建设等各项措施，不
断把教育整顿向纵深推进。

要坚定不移深化标本兼治，持续保
持高压震慑，持续深化破“网”打“伞”，

持续开展以案促改，在纪律建设上实现
新加强。要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坚持
领导带头，整治突出问题，在作风建设
上实现新突破。要一以贯之强化监督
制约，落实监督管理责任，强化权力运
行制约，激励担当作为，在制度建设上
实现新规范。

省公安厅强调，各试点单位要深
刻领会开展教育整顿试点工作的重要
意义，准确把握“先行先试、突出重点、
积累经验、以点带面”的工作定位，把
被确定为教育整顿试点单位作为革除
积弊、开启新局的良好机遇，积极探索
实践，努力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同
步启动、全面推开”的部署要求，以试
点工作为牵引，迅速行动起来，尽快开
展工作。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近日，19岁的骨折患者小张在河南
省人民医院接受了手术，顺利康复。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为小张做手术的是
一款名叫“天玑”的手术机器人。这台
手术也是我省首例骨科机器人辅助下
经皮微创闭合复位治疗股骨颈骨折术。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越来越
多“机器人医生”走上临床岗位大显
身手。它们的本领究竟有多大？发
展前景如何？7月 29日，记者走进省
医进行了采访。

本领有多大
精准施策 安全智能

在E36手术间，骨科二病区主任
刘涛介绍，“天玑”由机械臂主机、光
学跟踪系统、主控台构成，分别相当
于医生的手、眼、脑。光学跟踪系统
不仅能透视洞察到肌肉骨骼的每一
个深处，还能实时监控每一个手术环
节；机械臂运动灵活、操作稳定，能够
深入关键区域实施治疗，达到亚毫米

精度；设置在主控台里的电脑系统全
程把关指挥，帮助“路径规划”。

有了这样的“透视眼”和“稳定手”
装置，主刀医生从手术台上移至电脑
前，身份由“操作者”变为“监理人”。
做过无数例创伤手术的刘涛感慨：“机
器人登场，解决了骨科手术视野差、精
准难、不稳定的三大技术难题。”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工智能已渗透到医疗行业的各
个领域。如今在省医，不仅有“天玑”

“达芬奇”“Mazor”等手术机器人与外
科医生并肩作战；还有“沃森”“嵩岳”

“晓医”等机器人，在肿瘤患者诊疗方
案制定、眼科快速诊断、智能导医等领
域发挥“聪明才智”。工作在“台前幕
后”的它们，促进了常规手术的微创
化、复杂手术的安全化、临床诊断的精
准化、关键操作的智能化，为患者提供
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值得信赖吗
深入学习 技术开发

机器人看病既快又准。但有人

提出疑问，把身家性命交给机器人，
放心吗？

据了解，“天玑”正式“上岗”之
前，完成了产品系统设计、定位模
块设计、系统精度控制、临床试验
等多道核心技术难关。有了“扎实
过 硬 ”的 技 术 和 医 生“ 智 慧 ”的 输
入，才练就了手术台上的“快、准、
稳”，从而将手术方案一一落实，完
美呈现。

再来看看眼科的“嵩岳”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机器人医生。它的“聪
明”之处在于，让过去耗费一上午时
间还不一定做完的眼科诊断，现在最
快 5 分钟就能拿到结果，准确率在
90%以上。它的“高效率”和“高准确
率”，是基于对 7万张眼底照片、100
余万个标注病灶“深度学习”的基础
上形成的。

机器人看病同样需要经验的积
累。“机器人的深度学习模型，需要上
百万的高质量同类型的标注数据，才
能获得较为稳定和精确的输出结
果。所以，目前已有的医疗人工智能
一般一个系统只能针对一种疾病，覆

盖面有限。”业内人士说。
此外，机器人诊断给出的报告只

有结果，而没有给出判断的理由和过
程，因此对于疑难杂症的诊断，只能
起到辅助作用。

前景有几何
辅助诊断 大有作为

机器人的到来，提高了医生的工
作效率，改变了患者的看病体验。

“未来，在疾病筛查、预防，医疗
图像辅助诊断、检验结果系统分析评
估、手术辅助以及术后随访、慢性病
监测、健康管理等方面，人工智能都
将大有作为，甚至会为科研攻关、药
物研发、基因筛选分析、基层医生培
训等带来改变。”多次参加国内人工
智能会议的省医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主任张加强说，人工智能平台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期待相关部门出台
文件，大幅度提高人工智能产品的可
及化和普惠化，让效率更高、精准度
更好的机器人成为医生的好帮手，更
好地服务广大患者。③9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侯国胜 郭倩

从射击考核倒数第一，到一举拿
下 6项课目个人第一，在部队组织的
专业考核中，李照隆仅用三个月就实
现了逆袭，这让全营官兵刮目相看。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
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
了的敌人’，老连长在
朝鲜战场立下的誓
言 ，是 我 们 连 队 的

‘连魂’，激励我苦练
本 领 ，争 做 强 军 先
锋。”7 月 31 日，谈起
往事，李照隆语气坚定
地说。

李照隆是第 83 集团军某
合成旅“杨根思连”第三十任连长。
杨根思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杨根思
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以连长名
字命名的英雄连队。

2018年 6月，李照隆从坦克连调
整担任“杨根思连”连长不久，就遭遇
了一次“滑铁卢”：在营部组织的步战
车射击考核中，拿了个倒数第一。

看着让人脸红的成绩，李照隆陷
入沉思：刚刚转岗，兵种不同，情况不
熟，虽说失败的理由“过硬”，但作为
一连之长绝不能为失败找借口，“大
雁高飞头雁领，只有练就过硬本领，
做出榜样，才能无愧于‘杨根思连’连
长这个光荣岗位”。

从零开始学原理、练操作，遇到
训练难题，李照隆就向训练标兵请
教。天气炎热，他在毒日头下一趴就
是两三个小时，连一口水都不喝；碰
到下雨天，他就在练兵场上搭个简易
帐篷继续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个月后，在旅部组织的步战车专业
考核中，李照隆一举拿下 6项个人第

一，所有课目达到优秀水平。
在“杨根思连”，每晚点名都组织

官兵高呼“三个不相信”精神，唱《杨
根思连连歌》，第一个点的名就是杨
根思，全连官兵齐声答“到”。“我们每
天都重温老连长的战斗誓言，学习先

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自觉做
到当兵不怕苦，训练不怕累，

打仗不怕死。”李照隆说。
在合成营实兵对

抗演习时，李照隆和
战士们每天都在训练
场摸爬滚打，每一个
行动都在沙盘上反
复推敲，到实地开展
多次演练。演习中，

李照隆带领连队担负前
沿主攻任务，一举拿下敌

前沿阵地，圆满完成演习任务。
陆军“铁甲奇兵—2019”比武竞

赛准备期间，李照隆带领参赛人员刻
苦训练、集智攻关，加班加点研究参
赛规则、创新训练方法，最终车组以
优异的成绩被陆军表彰为“优胜战斗
车组”。

面对集团军“强军兴训先锋连”
考核，李照隆在训练场上高喊“看我
的、跟我来”，每次都是第一个训练，
这种站排头、当先锋的精神极大激发
全连官兵的训练热情。在最终考核
中，连队所有课目优良率均为100%。

“‘三个不相信’的精神基因已经
深植于连队官兵的血脉，不管遇到什
么任务，我们都会像老连长一样，去
勇敢攻克它，战胜它。”李照隆说。
2019年 3月，李照隆以全优的成绩考
取一级指挥员。在他的带领下，“杨
根思连”被集团军表彰为“强军兴训
先锋连”。③4

▲“杨根思连”连长李照隆给官兵
们进行战术课目示范。⑨3 褚桂仁 摄

全省公安机关确定17个单位
作为教育整顿试点

金融撬动工业强势反弹

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全省第一机器人医生显身手

走进自创区 感受创新力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汉威科技：传感器搭建“智能谷”李照隆：带好英雄连队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窦晓雪）剩
菜剩饭、烂菜叶、水果皮……这些让人
厌烦的餐厨垃圾其实是很有回收利用
价值的资源，能产生沼气，能发电上网，
还能制作有机肥料。7月 30日，记者从
许昌市政府获悉，许昌市欧绿保餐厨废
弃物处理项目正式开工，旨在让餐厨垃
圾变废为宝。

许昌市是中原地区唯一的“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许昌市政府于 2019
年 12 月与欧绿保再生资源技术服务
（北京）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建设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领域的示范合作
项目，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

欧绿保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坐落

于许昌市静脉产业园内，占地 2.3 万平
方米。该项目引进德国先进技术，采用

“预处理+厌氧发酵+沼气利用+沼渣沼
液利用”的工艺路线，年处理餐厨垃圾
可达 3.65 万吨。餐厨垃圾经预处理后
可分离出绿色无害的油脂类产品，经厌
氧发酵后还可产生沼气用以发电或作
为燃料，年产沼气可达 365万立方米，
沼液、沼渣等废弃物会按照环保要求进
行达标处置，年二氧化碳减排量 5700
吨。

“该项目可有效提高许昌市餐厨垃
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对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有深远意义。”
许昌市市长史根治表示。③8

中德合作又一重要项目落地

餐厨垃圾变废为宝
许
昌

济
源

8 月 2 日，济源示范
区下冶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同
学们正在参加快乐暑假活
动。针对山区孩子暑假生活
单调等现状，济源示范区教
育部门围绕“快乐暑假”主
题，开展体育、绘画、书法等活
动，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

生活。⑨3 段二平 摄

快乐快乐
暑假暑假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实习生 邢
煜晨）7月 30日，省文旅厅与中信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仪式。双
方将从黄河文化、三都文化、运河文化、
太极文化、豫剧文化等诸多元素中提炼
打造河南省独有的文旅品牌，推进智慧
旅游、研学旅行、精品民宿、全域旅游、
大型文旅论坛会展、文创产品开发、节
庆打造、山地旅游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和
迭代升级，共同促进全省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长效沟通机
制，及时互通信息、共同研究探讨具体
项目的推进落实，实现互利共赢。中信
旅游集团根据省文旅厅推荐的区域标

志性旅游产品项目，对项目开发规划的
资金需求及发展前景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通过参与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等方式开展合作，为文旅企业及游客提
供更全面、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不断
提升我省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区域影响力。

同时，双方在传统旅行社业务及酒
店方面合作开展线上相关平台的建设，
通过在“互联网+”、文旅产品供应链平
台、省内文旅项目相互引流的分销平
台、文旅创意产业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
的合作，为老百姓提供互联互通、方便
快捷的旅游文化服务，助力河南省智慧
旅游发展。③9

省文旅厅与中信旅游集团“牵手”

推进产业迭代升级 打造独有文旅品牌

截至 6 月末，
济源大中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
204.91亿元

204.91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