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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局 对接长三角对接长三角 中原新起航中原新起航

郑州市“1+10”疫情立体

化防控系统被评为“2019 智

慧城市十大样板工程”。③5

《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

发布，郑州数字治理指数位列全国第七，

成功迈入全国前列。

《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政

务服务“好差评”)调查评估报告(2020)》发布，郑

州市排名提升6位，为增速最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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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勰）11月 22日，
由我省 105 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 作 者 组 成 的 代 表 团 ，赴 京 参 加
2020年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大会。

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出席赴
京动员仪式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保存主持仪
式。

穆为民首先向大家表示祝贺，他
说，各位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在平凡的
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劳动最光荣、创造最伟
大”的价值追求，为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树立了学习榜样。希望大家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参

加大会，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充
分展示河南的良好形象和劳动模范
的时代风采。

穆为民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描绘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开
启新征程、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奋勇前进的动员令。希望
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努力当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
设者、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者、全面
依法治省的促进者、全面从严治党的
参与者，在不懈奋斗中诠释初心，在
辛勤劳动中勇担使命，在新的起点再
创辉煌，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11 月 21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调研数字农业发展工作。

武国定来到河南省益民控股有
限公司等地，深入察看 5G、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智能传感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应用
演示，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
部门和企业的意见建议。

武国定指出，我省是农业大省，
数字农业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做

好示范引领，选择重点地区和优势产
业，加快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要创新体制机
制，通过模式创新，调动政府、科研部
门和企业等各方面推动数字农业、数
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要推进现代信
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全链条全过程
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要培育发展数字产业，壮大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主体，支持骨干优势
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一批知名的数字
农业龙头企业。③6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姜
鲲）11月 19日，记者从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获悉，该院新研发成功的两种国
家二级标准物质“水中氨氮溶液标准
物质”“水中铵离子溶液标准物质”，
已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将
正式投入全国标准物质市场。

据介绍，标准物质是化学计量中
的一种参考标准，主要作用是校准测
量仪器、提供检验标准等。标准物质
精准，测量仪器也就精准，在测量水、
大气等物质的成分和浓度时也会更
精准。可以说，标准物质的研发水平
直接关系着一个领域的测量能力和
发展水平。

此次省计量院研发的“水中氨氮
溶液标准物质”，主要应用在环保水
质监测中，可通过仪器和检验对水中
排放的氨氮污染物进行准确测定、衡
量，从而直接提升企业的污染治理水
平和政府的环保监管能力。“水中铵
离子溶液标准物质”则用于测定大气
降水中的相应化学成分，是测定大气
污染情况的关键指标。

省计量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两
项标准物质的成功研发，不仅为全省
水质检测领域仪器的量值溯源提供
了技术支撑，还为环保治理的新技术
新方法研究、新标准验证、样品检测
等提供了衡量标准。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扫扫码，知
真假。”11月 21日，在台前县侯庙镇
万德福超市内，顾客拿出手机扫描货
架上粘贴的二维码，所购食品的零售
商、供货商、生产商信息，以及食品的
采购日期、生产日期、保质期、检验报
告等信息一目了然。

据了解，濮阳市市场监管部门打
造数字化平台，在全省率先推行食品

“一品一码”溯源监管，打造食品流通
领域智慧监管新模式，有效防范假冒
伪劣食品进入消费市场。

濮阳市以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为单位，督促食品经营者履行进货查
验义务，倒逼供货商建立电子销售台
账。零售商的电子台账品种基本完
善后，由市场监管部门通过食品安全

溯源监管平台，对每一种商品生成对
应的二维码，由经营者粘贴到对应的
食品摆放位置；对于不具备货架粘贴
二维码条件的食杂店、农村店等，可
制作公示展板，悬挂或放置在消费者
便于扫码的位置。

目前，濮阳市城区营业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的 244 家经营企业已全
面推行了食品“一品一码”溯源监管，
1903家食品批发企业向 13879家食
品零售经营者销售的 22万种预包装
食品建立了进货查验记录信息，食品
批发销售者每天在食品安全溯源监
管平台上记录销售台账 1万余条，每
月信息记录达 60万条，基本实现了

“批发源头可溯、零售末端可控、监管
责任可查”的目标。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全球首个发制品
跨境直播基地落户许昌市东城区，可
同时开设 20个直播间，推动发制品

“扬帆出海”；长葛市岗李村等 3个蜂
产品特色村，成为年产值逾亿元的

“直播网红打卡基地”……电子商务
发展风生水起的许昌，正推动直播电
商再上层楼——到 2022年，新增 50
个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直播电商基
地、培育1000名带货达人。

根据日前出台的《许昌市直播电商
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许昌
市将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优化环
境等措施，到2022年形成以直播电商
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构建10
个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区，孵化50个网
红品牌，培育1000名带货达人，将许昌
打造成中部地区直播电商领先城市。
同时，许昌将与全球速卖通等国内外优
质直播电商平台深化合作，推动直播基
础设施建设，形成行业集群效应。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1 月 21
日，在中国中原人力资源产业园，中
国·河 南 招 才 引 智 创 新 发 展 大 会

“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南京线上
专场招聘活动启幕，共有312家用人
单位携带 2687个岗位同时开启“求
贤模式”。截至当天下午 5时，共吸
引超过 3.8万人登录大会官网，5780
人投递简历，其中博士 29 人、硕士
527人。

据了解，南京线上专场招聘活动
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主办，河南
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办）、河南省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承办，是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
智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
省京剧艺术中心、河南科技大学、郑
州沃华机械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事业

单位在线“群聊”在南京的高端人才。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举办“招才引智”南京线
上专场，主要是看中了江苏省优质的
教育资源。作为工业大省、经济大省
的江苏汇集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
所知名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先进
制造业、先进服务业所需的高水平人
才。“前几天，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到长
三角学习考察，展开了诸多战略合作
签约、项目交流合作，这对于在南京求
学的河南学子来说，回家发展可谓‘正
当时’。”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
负责人说，家乡机会很多，家乡也渴盼
人才，呼唤更多豫籍学子能够“回家”。

当天，参加线上活动的东南大学
党委副书记郑家茂表示，河南既有悠
久的历史，也有充满活力的当今，是

一个能够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地
方，希望东南大学学子充分发挥学科
优势，为河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廖文和说：
“长期以来，南京理工大学与河南省
的发展紧密相连，河南每年为学校输
送 180 名左右优秀生源，近 5年，南
京理工大学共有 400多名优秀学子
把河南作为干事创业的起点。此次
河南省专门组织了‘招才引智’南京
线上专场招聘会，充分体现了河南求
贤若渴的心情，南京理工大学将一如
既往在人才培养输送方面与河南展
开合作。”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刘
洋艺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当天，她
通过视频连线告诉记者，已经将简历
定点投向了交通方面的一家企业，期

盼能得到面试机会。“这些年来家乡
发展迅速，机会越来越多，希望能够
发挥专业特长，为家乡发展尽力。”

据悉，为吸引人才到河南就业创
业，我省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对
全职引进的顶尖人才，省政府将给予
500 万元的奖励补贴。郑州等省辖
市对毕业 3年内来豫工作的全日制
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和技工院校
技师，每月给予生活补贴；对符合条
件的博士、硕士和“双一流”建设高校
本科毕业生，给予 2万至 10 万元首
次购房补贴；开通“引才绿色通道”，
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等，让人才切
实感受到河南广揽天下英才的诚意。

本次南京线上专场招聘活动简
历投递时间将持续数日。此外，11
月 28日将启动杭州线上专场招聘活
动。③6

□本报记者 李林

11月 20日，河南省党政代表团
一行赴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
心考察。在经济社会全速进入数字
化“跑道”的当下，郑州“城市大脑”建
设情况怎样？

用上“郑好办”
开启“郑州大脑”

11月 20日，郑州市民王慧在手
机上轻点“郑好办”，很快就办妥了偿
还商业贷款提取公积金的所有手
续。“原来要拿至少7类卡证往返5个
部门才能办成的事，现在‘零跑腿，零
材料，刷脸办，秒到账’，真是方便！”
王慧说，有了“郑好办”，那是真好办！

王慧所称道的“郑好办”，是郑州
加速构建“城市大脑”的一个缩影。

“数字化时代在催生城市管理手
段与方式的更新，城市发展的‘最强
音’将在新型智慧城市的‘键盘’上奏
响。”郑州市政府一位主要负责人说。

2019年 8月，郑州“城市大脑”建
设全面启动。郑州市人民政府与阿
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推动数字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
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并确定了“一年
突破、两年看齐、三年领先”的建设目
标，计划用三年时间达到部分领域在
全国领先，将郑州打造成为全国数字
经济领先城市。

“去年 8月，郑州市大数据管理
局牵头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组建研
发团队，高标准制定了‘城市大脑’顶

层设计，为后续建设提供了科学规
划。”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郭程
明介绍，当时郑州市第一时间组建了
88人需求调研团队，到 30多个部门
及县区开展了600多次调研交流，完
成了 5000 多页的方案文档。2020
年 5月，建设郑州“城市大脑”的核心
层，再度“升格”，郑州市委书记挂帅。

APP加速奔跑
数字生态联盟加持发力

一年多来，郑州“城市大脑”的建
设不断加速。

涵盖 14个部门、18个业务领域
的108个应用场景建立起来，在统一
的“城市大脑”基础底座上，实现“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依托“郑好办”APP、

市政务服务网上线运行的政务服务、
便民服务已达到532项。其中，公积
金提取、居住证办理、新生儿出生、社
保、医保、水电气暖、商事登记等“一件
事”293项，公民个人和企业办事高频
事项142项，查询、预约62项。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郑好办”
APP累计办件申请量60.62万件。其
中，全国首创的公积金提取“刷脸秒
办”业务，上线以来办结17.3万笔、30
亿元，渠道占比达 55%以上；全国首
创的小学生新生入学线上报名业务，
两天超过1.5万名小学生完成线上报
名；契税补贴申领“零材料”，7月 1日
上线以来，已完成9.5万笔补贴申请。

“‘郑好办’APP累计注册用户已
突破 428万人，其中智慧医疗、智慧
停车、‘一码通城’等服务最受关注。”
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亮
举例说，智慧停车目前已接入郑州市
所有的路侧停车场、889家封闭停车
场的近 26万个泊车位，覆盖了市内
重点商圈、医院、景区及交通枢纽，市
民出门一键导航就能够方便地找到
泊车位。

与此同时，郑州全市统一的移动
办公平台“郑政钉”，也在迅速发挥作
用，已累计注册激活用户近10万人。

郑州“城市大脑”的建设不仅选
择了“借力发力”，还在有节奏地实施

“联盟联动”。今年郑州成立了数字
郑州产业生态联盟，计划用三年左右
的时间，实现“十百千万”的发展目
标，即：与 30家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共建产学研协作和人才培养机制；与
500家本地优势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构建郑州“数字军团”；一年培养大约
1000名具有阿里云资质认证的软件
专业人才；三年培养大约 1万名数字
企业创业人才。目前参加联盟的企
业近200家，数字人才体系“底座”已
搭建完成。③5

我省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赴京

大力发展数字农业
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研发成功2种国家二级标准物质

濮阳在全省率先推行食品“一品一码”溯源监管

扫码便知食品“来龙去脉”

许昌出台直播电商发展行动计划

打造中部地区直播电商“领头雁”

“最强大脑”赋能“聪明”郑州

河南企事业单位组团南京揽才

一天3.8万人“线上赴约”

郑州“城市大脑”应急管理板块率先上线的数字防汛平台⑨6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供图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气象科学知识，11月 20日，宁陵县
立源实验学校组织300余名学生开展“探索气象站里的奥
秘”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走进观测场、气象台和演播室，零
距离体验“观云测雨”。⑨6 闫占廷 摄

气象站里寻奥秘

文字整理/李林 制图/单莉伟

根据工作安排，我省将于11月 15日至 11月 30日开展
2020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考核期间，每天上午 8:30—
11:30，下午 3:00—5:00 受理监督举报，电话：0371—
65919535。

特此公告。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5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