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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9月 30日，记者从省科技厅

获悉，今年全省建设布局的“郑州意昂新能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等 20家新型研发机构已经备案。至此，我
省新型研发机构备案数量达到102家。

新型研发机构是新时期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吸引
高水平创新团队、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新动力新平
台。截至今年 7月，全省新型研发机构资产总额达到
82.3 亿元，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853 项，累计参与或牵
头制定国家标准 32项，创办孵化企业 384家，建有省
级以上创新平台 144家，汇聚“全职+柔性”高精尖人
才 4383 名，其中两院院士、外籍院士等高层次人才
73名。

据了解，省科技厅下一步将启动新型研发机构绩
效评价工作，根据评价结果，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
工作机制，推动我省新型研发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同
时，持续加快建设布局，加大工作力度，摸清底数，盘活
存量、培育增量，争取明年实现新型研发机构备案省辖
市全覆盖。③3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9月 29日，兰考县政府与蒙
牛乳业集团、花花牛乳业集团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三方将共同推进我省20万头奶牛养殖基地建设。

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出席签约仪式。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奶业发展，把发展奶业作

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来抓，使奶业成为
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产业、农村经济的新兴产业、食
品工业的先导产业，走出了一条传统农区奶业创新
发展之路，奶类产量、乳品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成
为新兴奶业大省。

据了解，此次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蒙牛乳业集
团与花花牛乳业集团将依托兰考的区位、资源优势，以
优质、安全、绿色发展为目标，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力争 5年内在兰考建设 10万头奶牛养殖基地，在
河南建设总规模20万头的现代化奶牛养殖基地，推动
奶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河南由奶业大省向奶业强省跨
越。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
民。9月 29日下午，全国物业管理行业抗疫先进事迹
报告会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刘玉江出席本次报告会并接见了百位“物
业英雄”代表。

本次报告会旨在宣传行业正能量，激励全体物业
服务从业者士气，提升行业归属感、荣誉感和价值感，
树立物业人自信、自立、自强的职业精神。报告会上，
包括我省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荣在内的 6
位物业人登台讲述了抗疫的感人故事。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物业英雄》在报告会上
全国首发，讲述百位物业人抗疫的故事。当日 17时
55分，“物业英雄”第二季纪录片《平凡的守护》在河南
卫视《聚焦》栏目全国首播。第一季纪录片《物业英雄》
已于4月16日登陆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

本次活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司、省政
府新闻办共同指导，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主办。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9月 29日上午，副省长王新
伟赴郑州市督促检查工业、省属企业等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

王新伟先后来到郑州优尼冲压有限公司和郑煤集
团新郑煤电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一线，听取企业智能化
安全生产汇报，详细了解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
仔细查看企业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并考察了新郑煤电
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和主井车房。

王新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安委会全体会
议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推进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企业要把安全生产作为生命线，压实主
体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做到真查真改，大力实施网
络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实现精准管控；要落实
各种安全生产制度措施，把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覆盖
每一个职工，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确保安全生
产。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9月 29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平顶山市政府主
办的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在平顶山市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省政协副主席张亚
忠出席开幕式。

“曲艺风·黄河情”开幕演出共分为曲韵情、民族
风、中国梦 3个板块，将曲艺元素、河南元素和平顶山
元素有机结合。其中，范军等人的曲艺联唱《天南海北
夸鹰城》，赞美了平顶山从“煤城”到“美城”的转变；陆
锦花表演的苏州评弹《秀发》，唱出了抗疫中“白衣战
士”心中的大爱；杨鲁平等人的群口故事《我爱祖国的
蓝天》，讲述了全国道德模范刘传健的先进事迹。开幕
演出节目精、曲种多、名家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曲艺盛宴。

据悉，中国曲艺节是我国最高规格、最具影响力的
国家级曲艺盛会，每3年举办一次。本届是继第二届、
第六届后，中国曲艺节第三次在平顶山举办。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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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李
宜书）10月 1日晚，漯河市源汇区特色
商业区河上街景区灯火通明，游人熙
攘。在这个以汉唐风格建筑为主的地
方，人们逛夜市、品美食、看演出、赏灯
光秀，尽情享受“夜漯河”带来的欢乐。

在青砖石板的布衣巷小吃街，烤面
筋、烤羊脑、芝士红薯、水果盒子……众
多“网红”小吃引得游客纷纷在小吃摊
前排起了长队。“这里夜景美、人气旺，
吃的喝的玩的都有。”正和家人一起逛
街的市民刘先生说，这里经常举办灯光
节、音乐节、欢乐巡游演出等夜间游主
题活动，还有大型水幕光影秀等，他和
家人时常到这里逛一逛，放松放松。

“来，把手给我。”在新开业的神兽
馆内，一名男生伸手拉着一名女生，在
安全绳保护下体验着高空项目。“朋友
推荐来逛的，真没想到漯河还有这种一
站式娱乐运动主题乐园，很好玩！”在郑
州工作、带着女朋友回老家漯河过节的
范程飞兴奋不已。

“景区恢复开放后，我们率先推出
‘夜间游’活动，大力发展购物、餐饮、休
闲、健身等夜经济与假日经济，丰富景
区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客流量逐步攀
升，日均游客接待量在 3000人次左右，
周六、周日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 6000
人次。”开源景区负责人说，借力特色文
化，景区正努力打造综合性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地。

在漯河，点亮“夜经济”的还有“千
企惠民促消费”活动。自今年6月起，漯
河市在会展中心等处设置“日间+夜间”
集中展销点，引导企业去库存促消费。
9月 25日，漯河市启动了第三期“千企
惠民促消费”活动，核心就是推动包括
夜经济地标、特色夜市摊点和夜间旅游
在内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脱颖而出。

“我们将依托特色商业区、特色小
镇，打造夜经济发展集聚区。同时按照
城市发展定位，结合本土元素，融合民
俗文化，策划实施群众关注度高、参与
性强的系列活动，打造夜间
休闲旅游品牌，让夜经济
成为提振消费的‘热引
擎’。”漯河市发展改革
委负责人表示。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蒋晓芳）10月2日晚，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浚县古城霓虹璀璨，游人摩肩
接踵。满街的红灯笼和五星红旗烘托着
浓浓的节日气氛，店家热情吆喝、售卖着
石子馍、花生米、泥咕咕等本地特色美食
和手工艺品。

来自濮阳的游客王萌是一名“90
后”汉服爱好者，当晚她与好友身穿汉服
穿梭于古城内游览，一边感受千年古城
的文化魅力，一边拍摄下美景，以视频形
式分享给微信好友。

“没想到国庆假期浚县古城的夜生
活这么热闹！”王萌笑着说，她从“古风集
市”淘到不少喜欢的古风配饰，真是不虚
此行。

王萌所说的“古风集市”位于浚县古
城县前街，国庆期间每晚定时开放，身着
古风服装的摊主聚在这里，销售发簪、汉
服等具有传统元素的文创产品，吸引了
众多汉服爱好者前往打卡“淘货”，烟火
气中透着十足的文艺范儿。

“‘古风集市’自 5月开市以来人气
爆棚，‘双节’期间更是人头攒动，规划的
50余个摊位供不应求，目前已成为点亮
古城特色夜经济的‘主力军’。”浚县古城
景区负责人刘现中说。

“古风集市”令人流连忘返，“摇滚炫
酷电音节”更让人意犹未尽。

晚上7点 30分，古城西城门广场上
的“摇滚炫酷电音节”准时启动，不断变
化的彩色灯光和节奏感强烈的乐曲引得
台下观众随之摇摆、呐喊，将景区的热闹
气氛推向高潮。

“为促进国庆期间的‘夜经济’更加
繁荣，我们在9月30日至10月 5日连续
举办‘摇滚炫酷电音节’活动，有助于完

善古城经济新‘夜’态，还可以
为景区引流，催生文旅夜间

消费新模式。”刘现中表
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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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我
们全家一块来这边游玩，夜游驿站的感
觉尤为奇妙，还体验到了独特的豫南风
情！”10月 1日晚，在驻马店市驿城区皇
家驿站景区，来自郑州的游客王明强
说。

夜风习习，走在重建的古驿道之
上，流连于再造的明清建筑巷道之中，
到流光溢彩的热闹市集中逛一逛，累了
就在客栈式民宿里歇脚过夜，这种“驿
站式”夜游令许多游客赞叹不已。

“夜经济、夜文化、夜生活”，今年
“双节”期间，皇家驿站景区主打推出
“夜游驿站”旅游模式。在夜晚时分，游
走于景区，既能观看传统的非遗展示、
豫剧演出、汉服快闪，又能置身于动感
架子鼓展演、炫酷激光秀等现代元素
中，游客们体验到了“越夜越美”。

游客们还可以在浓浓烟火气中品
味各地美食。餐厅正宗菜系、市井风味
小吃、啤酒烧烤一条街……“驿站”的

“四海车舆”拉来了四方美食，供“夜游
客”们大快朵颐。

“今晚挣四五百元不成问题！”一个
名为“抖音网红冒烟球”的小摊吸引了
不少游客围观并品尝，摊主刘阿姨忙得
不可开交。

“‘夜游驿站’是一次很成功的尝
试，不仅让游客深度体验景区文化，还
带动了景区餐饮、购物、娱乐及住宿等
消费热潮，激活夜经济的同时，为景区
开辟了新的运营思路。”皇家驿站景区
策划经理吕国良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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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至，8天长假作为后疫情时代的第一个超长假期备受关

注，各地群众纷纷选择外出旅游，消费需求被极大地释放出来。黄金周伊始，游客们的消

费热情便被点燃。这其中，有一支刺激消费的队伍格外引人瞩目，那就是越来越火热的“夜经济”。

在我省，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体验“夜经济”带来的盛宴，他们或逛夜市、品美食、看演出、赏灯光

秀，或在夜间开展休闲健身活动。当“夜经济”遇到国庆黄金周，除了带给游客各种美好体验，也为经

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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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浚县古城游客在浚县古城““古风集市古风集市””上选购产品上选购产品。。⑨⑨33 郭戈 张志嵩郭戈 张志嵩 摄摄

10月1日晚，游客在灯火通明的驻马店市驿城区皇家驿站景区游玩并在心愿墙前写心愿。⑨3 王耀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