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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取货码K2-14-21，
您的中通快递已经到快递
驿站。”1月 14日，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龙堂小区的王
丹收到了快递到达的信
息，不用出小区，不愁会丢

件，下班顺便捎回家，方便了不少。
小区里开“驿站”，楼下装“丰巢”，打通快递到家的“最后几

步路”，是这几年在网购一族身边悄悄发生的“小事儿”。作为网
购达人的郑州市民顾以涵，体会很深刻。“网购刚刚兴起时，‘快
递小哥’送货上门，真正享受的是送货到家服务，后来网购的人
越来越多，‘快递小哥’忙不过来，经常像打游击一样把快递堆到
一个地点，等我们自取。”顾以涵说，曾经丢件、不能及时取件让
本来图方便的网购变得“不方便”了。

2020年，受疫情影响，网购几乎成了每个家庭的“必需品”，
快递行业实现了逆势增长。而我省表现更为突出，仅 2020年，
我省快递业务量就完成31亿件，同比增长46.86%，比全国增速
高10个百分点以上。

快速增长的快递业务量，倒逼落地服务的提升。小区驿
站、丰巢快递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郑州市民王岩今年也加
入了“驿站”创业的大军。“每天至少接件 500 个，发件约 100
个，处理量约占小区快递总量的 60%。”王岩说，剩余的 40%
由丰巢快递柜分担，小区居民基本实现了门口寄取快递，随
时可以寄取。截至去年末，全省备案的快递末端网点达到了
10397个，智能快递箱 24307组。城市居民享受了便利，乡村
快递同样发展迅速。去年我省大力推进的“快递进村”工程，
农村快递公共取送点 17146个；2577个建制村开启邮快合作
业务，合作快递品牌 14 家，全省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率达
80%，乡村网购达人的收件之忧大大缓解，从而放心“买买
买”。

快递行业的逆势增长，更成为“保就业”“稳就业”的重要力
量。“十三五”期间，全省快递行业新增就业岗位7万个，更多“快
递小哥”的饭碗端得更稳了。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王延辉 李筱晗）
茶香飘出大别山。产自信阳绿水青山间的片
片茶叶在一番精制加工后，首次“坐上”中欧
班列（郑州），踏上远行中亚的征途。

1月18日晚，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形如
长龙的56节满载1500吨茶叶的河南绿茶专
列，在冬日夜色中顺利启程，载着中原缕缕茶
香驶向万里之外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此趟专列由河南省茶叶集团下属子公司
河南省茶叶进出口集团和郑州国际陆港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共同组织，专列上搭载的茶叶，
主要采用 2020年信阳市浉河区、罗山县、光
山县三个原料产茶区的夏秋季茶叶。12天
后，这批茶叶将到达目的地。

“古有张骞携茶出使西域，今有班列载茶
走出国门。”河南省茶叶进出口集团董事长王

鹏说，中国是茶的故乡，古往今来，茶叶不仅
是流通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也是东西
方文明交流交融的载体。

好山好水出好茶。据介绍，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信阳一带就开始种茶，至今已有2300
多年的历史，信阳茶也是我国十大名茶之一。

“小茶叶连接大产业，小茶叶里有大文
章。开行‘绿茶’专列，能够更好地推动河南
优质特色农副产品走出去、闯市场，加快经济
循环，帮助茶农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也
能更好地以茶为媒介将中原优秀文化传播开
去，不断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据王鹏介绍，
以此次专列开行为契机，今年该公司计划在
乌兹别克斯坦建立首座海外仓，通过中欧班
列有效保障河南茶叶的出口市场份额。海外
仓建成之后,预计年出口茶叶将达到2万吨，

产值6000万美元。
近年来，作为河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力量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中欧
班列（郑州）搭建的河南“陆上丝绸之路”与空
中、网上、海上三条“丝绸之路”协同并进，提
亮河南发展成色。

迈好第一步，新年开新局。今年以来，中
欧班列（郑州）提质发展频频展现新气象，为
保障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畅通
贸易通道。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郭新年表示，此次开行的河南绿茶
专列是中欧班列（郑州）中亚线路的农副产品
专列，此专列的开行有助于河南产业和班列
运行的有效对接，形成以班列助推产业发展、
产业促进班列开行的良性互动，进一步以高
水平开放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③4

打通快递到家“最后几步路”

我省新增高端国际学术交流和传播平台

河大等主办的《Exploration》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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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勇

1月 17日，天气晴好。长期在洛阳
工作的郭淳约着朋友去郑州祥云里附近
逛街，祥云里这个曾经的老旧小区的变
化让从小在郑州长大的她惊讶不已：“和
以前大不一样了！”

如今，郑州市祥云里、工人新村等一
大批改造完工的老旧小区，除了完善居
住功能外，还加强历史传承与现代气息、
街区风貌与城市色彩的融合，实现了“一
院一策”“一区一品”，不少过去影响城市
形象的“脏乱差集散地”，变成了有服务
功能和文化品位的“网红打卡地”。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
一头连着发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出台的
《关于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绘
出了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蓝图。

改造怎么改？

“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改建配套基础
设施、改造提升人居环境、完善优化居民
服务、改进规范社区管理，具体改造内容

可分为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让改造
后的老旧小区既‘好看’又‘好住’。”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陶鼎鼎
告诉记者。

具体言之，根据小区实际，优先并重
点改造与小区相关，满足居民安全需要
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以
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外墙、楼梯等公共
部位维护修缮等基础类项目；依据小区
环境条件和群众意愿，开展环境及配套
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
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完善类项目；积
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
化改造等提升类项目。

为优化项目推进机制，我省将优先
对居民改造意愿强、主动配合拆除违法
违章建（构）筑物、自愿出资和承诺交纳
物业费、补建续筹住宅维修资金的城镇
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同时鼓励以街道或
社区为单位对区域内有共同改造需求的
城镇老旧小区归并整合、联动改造、物业
一体化服务。

钱从哪里来？

“我很期待现在住的小区能够加装

电梯，却不知道有什么政策。”以前的采
访中，郑州市群办路丽江水花园小区的
居民李女士很困惑。

现在好了，在强化政策支持方面，
《实施意见》特别提出，支持小区居民提
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
房改造。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
居民出资还可通过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筹集。同
时，鼓励以个人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形
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在资金筹措方面，除了落实居民出
资责任，《实施意见》还提出加大政府支
持力度、鼓励单位投资支持、落实税费减
免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参与、探索金融机
构参与模式、支持发行专项债券等一系
列具体措施。

效果怎么评？

前不久，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会议明
确提出，今年全年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不少于60万户，纳入今年中央补助支
持范围的老旧小区改造 6月底前全部开
工、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造。

《实施意见》提出，要结合工程审批

制度改革，加大联审联批协调力度，优化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流程，简化
审批手续，积极推行网上审批，设区城市
可将改造项目各项手续办理、审批权限
下放至区级相关部门办理。

“我省每年组织对各市县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绩效考评，考评结果与中
央和省级奖补资金挂钩，对偏离绩效目
标、项目进展缓慢、资金滞留的将及时调
整和收回资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
负责人说。③4

让老旧小区“好看”又“好住”

▲1月18日晚，首班中欧班列（郑州）信阳绿茶专列启程开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⑨6

▶装有信阳绿茶的集装箱在郑州国际陆港装车。⑨6 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代娟 宋光莉

企业科技需求去哪儿“问诊”？高
校科研院所成果去哪儿转化？哪儿的
科技咨询与评估服务最权威？……今
后，在新乡，这些问题将被一站式搞
定。1月 14日上午，由新乡市政府牵
手摩米创新工场共同打造的郑洛新自
创区（新乡）科技大市场，在国家 863
（新乡）科技产业园揭牌开业。

“郑洛新自创区（新乡）科技大市
场将通过政府搭台、中介联姻、企业唱
戏的形式，打造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永不落幕’的科技资源综合服务平
台。”据电子科技大学成果转化办副主
任、摩米创新工场董事长刘霖介绍，线
上平台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和
企业技术与科研需求数据库、线上专
家咨询服务等；线下综合服务平台则
包括公共服务大厅、科技成果展示厅、
高新技术产业展示区、技术对接（成果
发布、项目路演、双创大赛、交流洽谈）
大厅等，提供“技术经纪服务、科创信
息服务、双创人才服务、产业提升服

务、技术评价服务”等一站式科创资源
“大管家”服务。

“科技大市场的开业，标志着新乡
有了市级层面的高规格科技服务综合
平台，将进一步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新乡片区建设，有效解决
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推动产业
需求与科技成果无缝对接及产业链与
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新乡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

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郭遂臣说，
新乡作为豫北中心，近年来坚持以建
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多项科技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郑洛新自创区（新乡）
科技大市场的启动，将对新乡市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增强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因疫情原因未能赶到现场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铁岗在线上致辞中说，
郑洛新自创区（新乡）科技大市场的启
动是新乡市科技创新的积极探索，希
望科技大市场能紧紧围绕产业迫切需
求，紧密对接相关科研院所，积极推进

创新项目在新乡落地，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

事实上，除了打造郑洛新自创区
（新乡）科技大市场，近年来，新乡市科技
主管部门还持续为各创新主体提供优质
高效便利的服务，取得明显成效——

在研发投入方面，加强部门协作，

市科技局联合市发改、工信、财政、统
计、税务等部门专项开展研发投入调
研指导工作，建立重点企业季度监测
制度，提升研发投入。2019年新乡市
全 社 会 研 发（R&D）投 入 强 度 达 到
2.14% ，位 居 全 省 第 二 ，远 超 全 省
1.46%的R&D投入强度。2020年，技

术合同交易额突破28亿元。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按照上级

部门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
新乡市科技局迅速成立了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专班，并印发了《2020 年新乡
市营商环境评价创新创业活跃度指标
任务分工》，经省第三方评估，新乡市
科技局承担的创新创业活跃度指标在
全省排名第二。

在科技金融融合方面，积极推进
省科技与金融试点市建设，在 2019年
度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地区（7
个）绩效评价中，新乡市被评为良好等
次，获得绩效评价奖励资金 300 万
元。新乡市科技局还联合人行新乡市
中心支行、市金融局等部门，组织开展
省科技贷政策宣讲和银企对接服务，
畅通融资渠道，2020年新乡地区各类
科技贷金额10325万元。

在孵化载体建设方面，国家级孵
化载体总数达到 4家，同比增长 50%；
新增省级孵化器2家，省级众创空间1
家，省级孵化载体总数达到 10家，同
比增长 42%；10家星创天地被认定为

省级星创天地，认定数量全省排名第
二，总数达到18家。

在强化政策服务方面，出台《关于
高质量推进新乡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先行先试的若干政策》等规定，打
造新乡自创区改革的升级版；修订孵
化载体管理办法与奖励措施，培育发
展科技型、专业化的众创空间,鼓励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各类孵化
载体自建或共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提升专业技术服务能力等。

全方位服务科创主体的实践，让
新乡创新创业活跃度明显提升，创新
生态持续优化——夺得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金字招牌，国家科技农
业园区通过考核，连续举办了三届高
博会，全市高企数量突破 400家；拥有
中电科22所等国家级科研院所4家及
各类企业研发中心 959家。新乡高新
区在全国高新区综合评价中连续两年
均上升了 8 个位次（从 2017 年的 92
位，上升到2019年的 76位）。在2019
年郑洛新自创区核心区年度考核评价
中，新乡的发展量得分排名第一。

新乡：打造综合科创服务平台 助推产业创新升级

郑洛新自创区（新乡）科技大市场揭牌开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好物出
新疆，没想到能在这里买到原汁原味的新疆巴里坤牛肉干、哈密
葡萄干，还能通过VR体验巴里坤的风土人情……”1月 18日，
走进许昌市援疆·消费帮扶展示馆的许昌市民赵晓娇说，“在家
门口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新疆特产，特别方便。”

当日开馆的许昌市援疆·消费帮扶展示馆，划分为“新疆哈
密市巴里坤县扶贫展区”“地标老字号产品区”“非遗文化展区”

“VR体验区”等多个区域，对来自巴里坤等地的大枣、核桃、果
干、奶茶、牛肉等50多种新疆土特产进行展示和销售，同时推介
当地的文旅产品。

许昌市副市长汤超介绍，巴里坤县是许昌市对口援疆地区，
设立许昌援疆·消费帮扶展示馆，旨在打通“购”与“销”的通道，
解决“卖”与“买”的难题，通过销售巴里坤的原产地优质农产品，
既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又让许昌市民就近吃上原生态的新疆

“好味道”。③9

许昌市设立援疆·消费帮扶展示馆

家门口品尝新疆“好味道”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月 18日，记者从河南大学获悉，河
南大学与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Wiley出版集团
共同主办的生物学交叉学科学术论坛暨《Exploration》创刊仪
式举行。

《Exploration》以成为中国特色、河大标签的具有较强国
际竞争力的一流国际期刊为目标，将围绕基础研究、临床医
学、新型材料、药学、物理、化学、信息学、人工智能、统计学、遗
传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创新和交叉研究，助推国家科技事业
发展。

“生物学与相关交叉领域需要创新与发展，要不断增强新兴
交叉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创刊仪式上，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介
绍，《Exploration》作为交叉学科领域综合性期刊，将立足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交叉学科，竭力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
一个高端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传播平台。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创办《Exploration》是服务新
兴交叉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引领之举，将有力推动学科交
叉融合和原始创新，提升河南大学和河南教育的国际影响
力。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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