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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公告

打好 攻坚战污染防治

武陟 夯基蓄势当好桥头堡
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鲁山

“ ”开新局奋力实现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4月 15日，
在河南凯瑞车辆检测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来自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的车辆正在做电池性能测试。

“与郑州一河之隔，来往方便，大
大降低了企业成本，缩短了企业新产
品研发上市周期。”郑州宇通集团有
限公司新能源研究院院长李高鹏说。

河南凯瑞副总经理张鹏介绍，
这是我省首个国家级汽车检测中
心，不仅能有效服务本地汽车企业，
还辐射山西、河北、山东和湖北等周
边地区，能为企业提供设计优化、研
发验证、检测认证一站式综合服务，
为郑州大都市区汽车技术及产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产业发展离不开技术支撑，掌
握科技硬核实力，才能发展好产业。

去年，武陟县积极开展院（校）

地合作，旭瑞牧业等 49家企业与四
川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产学研合
作关系。

推进“三大改造”，创建省级绿
色工厂 2家、绿色产品 2个，大指装
备绿色制造系统项目被认定为工信
部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三和水
工产品被认定为全省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产品。

鼓励企业创新，创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22家，2020年，强耐新材被评
为全市唯一的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武陟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武
陟正处于重大战略叠加的机遇期、
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期、产业转型
提升的优化期，要充分认清发展面
临的‘时’与‘势’，在识变应变求变
中赢得主动，在积势蓄势谋势中厚
植优势，全面加快郑焦一体化首位
节点城市建设，（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薛迎
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轻轻一按，打开水帘系统降温，启
动外膜通风，同时运转外遮阳系
统……和传统香菇大棚不同，4月
15日，在鲁山县观音寺乡石坡头村食
用菌产业孵化中心，记者被眼前32
座电动化双拱香菇大棚惊艳到了。

“每座大棚可种植香菇2万袋，
是传统小棚的近3倍。”该孵化中心
负责人匡长军介绍，新型大棚还能
将温度控制在25℃以下，一年能产
春秋两季菇，每季采摘5茬，每个棚
年收入可达18万到20万元。

同样是在石坡头村，10座冷藏
保鲜库、1个烘干包装车间和 1个
深加工车间已经建成，正式运营
后，该村将集食用菌种植、收购、深
加工、销售等于一体，成为全县最
大的香菇交易市场，预计年交易额

1.5亿元左右。
鲁山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

之称，原料充足、气候适宜，是香菇
种植的“黄金地区”。早在上世纪
70年代，鲁山县就把食用菌生产作
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三篇文章”之
一，不断扩大产量，先后荣获“全国
食用菌行业先进县”“食用菌生产先
进基地县”“中国香菇之都”等称号。

近年来，鲁山县把香菇种植作
为主导产业之一，加大政策、资金
的扶持力度，凝聚党建带动力、科
技支撑力、市场主导力“三大合
力”，探索资金变奖金、资金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三资助力”模式，
实现香菇产业的飞速发展。

在瓦屋镇土桥村香菇产业园，
500座香菇大棚错落有致，蔚为壮
观。2019年，该镇成立食用菌产业
党总支，（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陈辉

“Huanghe”牌 服 务 器 和 PC
机，是河南在数字经济时代全力打
造 的 一 款 重 磅 自 主 计 算 产 品 。
2019 年年底，“Huanghe”品牌发
布，仅用 58天，就实现服务器和台
式机生产线投产，如今河南已能完
整生产基于鲲鹏系列的 PC机、服
务器等国产化产品。

4月 16 日，黄河科技集团信
息 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对 外 透
露 ，在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信 息 化 产
品协议入围第 12包成交结果中，
Huanghe 服务器中标，这标志着

“黄河鲲鹏”成功进入国家部委采
购市场。此前，Huanghe 服务器
还中标中国联通通用服务器集中
采购项目，将随中国联通 ICT 整

体解决方案广泛应用到国内多个
行业、多个领域中。

仅用一年多时间，“黄河鲲鹏”
就成功“出圈”，不仅在省内政务机
构应用中赢得好评，还中标进入国
家部委、央企采购目录，彰显出河
南制造的硬核力量。

“这得益于 Huanghe 服务器
和PC机均采用鲲鹏路线，拥有自主
可控的中国芯，真正实现了国产计
算机高效好用。”黄河信产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Huanghe 产品性能过
硬，目前已经申报并获得授权专利
19个，软件适配量全国第一；去年
累计拓展渠道数量达 182家，服务
网络覆盖全国268个城市。

今年，“Huanghe”将会在生产
能力、科技人才、生态体系、品牌影
响等方面再次提升，聚焦国产化通
用计算的鲲鹏系列和AI计算的昇
腾系列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及软硬
一体解决方案，携手生态伙伴创新
计算生态，加快云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布局，为政务、运营商、金融、能
源及综合行业提供算力支撑；初步
构建以国产 CPU/GPU/存储等核
心技术部件、主板、结构件等关键
零部件为依托的整机制造硬件生
态体系，力争PC机、服务器销售量
超 50万台，早日实现“Huanghe”
品牌“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战略
目标。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16
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获悉，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结
合河南能源电力发展实际情况，
该公司研究制定了国家电网公司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河南落地方案。
目前，该方案措施细化落实工作进展有
序。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河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构建
低碳高效的能源支撑体系，持续降低碳
排放强度，力争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刚性目标。省电力公司据此明确了
河南能源电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
路径和具体目标。

“在能源供给侧，构建多元化清洁
能源供应体系，力争到 2025 年、2030
年，我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将达 18%、25%左右，外电和清洁

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将达
38%、48%左右。在能源消费
侧，全面推进电气化和节能提

效，力争到 2025 年、2030 年，电
能 占 终 端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将 达

30%、35%左右。”省电力公司发展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这些目标，河南落地方案提出
6个方面 21项举措，涉及电网建设、电
力调度、节能降耗等多个领域，包括推
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推动网源协
调发展和调度交易机制优化、推动全社
会节能提效、推动公司节能减排加快实
施、推动能源电力技术创新、深化宣传
引导与组织实施等。

“我们将充分发挥电网连接能源生
产和消费的平台枢纽作用，当好‘先行
者’，结合实际细化河南落地方案，制定

‘任务书’‘路线图’，确保‘碳达峰、碳中
和’举措取得实效。”省电力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15
日，省商务厅出台《支持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加快发展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
9个方面提出 30条举措，支持航空
港区加快发展。

《措施》从“支持郑州航空港区承接
商务管理权限、推动郑州航空港区与河
南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协调解决扩大
开放重大问题、助推招商引资扩量提
质、增强外贸竞争新优势、巩固提升跨
境电商支柱地位、大力建设现代物流枢
纽、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推动会展业
加快发展”9个方面，提出了 30条针对
性支持措施。

为支持郑州航空港区与河南自贸
试验区联动发展，《措施》提出，继续做
好河南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研究和申
建工作，在国家批准同意郑州航空港区
建设河南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前，支持
将郑州航空港区作为河南自贸试验区
开放创新联动区，率先实现制度创新、
产业发展、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协同联

动，形成战略叠加优势；支持郑州
航空港区探索申建“空中丝绸之
路”自由贸易港。

为发挥区位优势构建“两体
系一枢纽”，近年来，河南加速推进

物流建设。在物流发展方面，《措施》提
出，重点支持郑州航空港区加快空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加密国际冷链航
线，提升进口肉类、水果、冰鲜水产品等
口岸功能，支持郑州航空港区吸引国际
知名物流集成商在郑州机场开辟货运
航线，打造国际快件集疏分拨中心和全
国重要的快递物流中心。加快推进中
通、安博、丰树等大项目建设，争取早日
投产达效。

在推动招商引资方面，《措施》提
出，重点支持郑州航空港区借助各大会
展平台举办经贸交流、项目推介、客商
拜访等活动，指导支持开展产业招商、
精准化招商，利用相关平台发布郑州航
空港区重点招商项目，引进国际航空产
业及配套产业项目，落实招商引资奖补
政策。③9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月17日，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
第十批 106个群众举报件，其中郑州市
22件、开封市3件、洛阳市13件、平顶山
市10件、安阳市5件、鹤壁市1件、新乡
市9件、焦作市4件、濮阳市2件、许昌市
3件、漯河市3件、三门峡市6件、南阳市

5件、商丘市4件、信阳市5件、驻马店市
6件、济源示范区5件。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河南省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总
协调联络办公室已按程序交相关省辖市
及济源示范区整改。截至4月 17日，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省交
办872个群众举报件。③9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设备高
23米，总重2000余吨，在不同部位
配备了 25 个冲压油缸，叠加压力
可达3.9万吨。

4月 17日，在位于新乡县的河
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神州公司”），来自中国锻
压协会、中国化工装备协会及相关
行业的百余名嘉宾，共同见证了一
台“巨无霸”封头成型设备揭开“神
秘面纱”的全过程。

“无论从体积、重量、冲压压力，
还是从生产加工能力来说，该设备
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内老大’！”中国
锻压协会秘书长张金介绍，在此之
前，国内封头成型设备压力最大不
足 2万吨，一次成型生产的椭圆封
头、半球封头直径分别在6.5米、4.5
米以下，成型厚度在180毫米以下，
单件封头的重量在60吨以下。

而这台设备一次成型生产的
椭圆封头、半球封头，最大直径可
分别达 7.5 米、6.5 米，封头成型厚
度可达 360毫米，单件封头重量可
达 120吨，让国产封头生产加工能
力和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2019 年年初，神州公司与外
省一家装备企业展开联合攻关，克
服了设备压力不足等行业难题，用
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了该设备的
生产、安装。

封头，又称端盖，指用于封闭容

器端部使其内外介质隔离的元件，
随着我国实现重型火箭、深海潜水
器、核电设施等重大技术装备国产
化，装备制造业逐渐崛起，一系列

“国之重器”迫切需要“覆盖面”更
大、质量更高的封头进行配套。

此前，为了生产出“超纲”封
头，封头企业通常“化整为零”，把
封头“分割”成数个“瓜瓣”，重新组
合、拼装焊接后才能最终投入使
用。3.9万吨专业封头成型压机的
问世，减少了大型封头因“分瓣”而
多出的中间环节，让制造周期缩短
了近九成，还能极大减少原料的损
耗，为更大的大型装备提供保障。

据了解，神州公司是国内较早
取得锅炉、压力容器封头生产许可
证的专业企业之一，曾参与生产我
国 4500米深潜器耐压壳和火箭推
进器专用封头、霞浦快堆工程主容
器封头。③8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交办第十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从 4
月 16日在北京举行的“2021世界
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1 世界电信日大
会将于 5月 17日至 18日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召开，这也将是大会首次在
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

大会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河南省
通信管理局、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支
持。大会的主题是：在充满挑战的时代
加速数字化转型。新闻发布会上揭晓
了本届大会的主视觉、论坛设置和大会
亮点等信息。

本届大会将围绕数字化转型主题，

采取“以会带展”的模式，举办丰
富多彩的论坛和创新应用成果
展览。会议采取“1+7”模式，即

1场主论坛、7场分论坛。今年特
别增设了展览部分，旨在全方位呈

现 ICT产业最新成就。
与往届大会相比，本届大会将有

诸多亮点：聚焦 5G与数字化等热门话
题，就相关话题展开探讨；举办建党百
年红色通信剪影图片展；发布《2020年
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启动 2021
年河南省 5G应用征集大赛，推动河南
成 为 国 内 5G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热 点 地
区。③8

2021世界电信日大会将在郑举办

我省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到2030年——

清洁电量占比将达48%左右

省商务厅出台专门措施

30条举措支持郑州航空港发展

封头成型设备国内“登顶” 黄河服务器成功“出圈”

4 月 17 日，上汽
乘用车郑州分公司总
装车间内，工人正在
忙碌。该公司通过
“制造+物联网”的创
新模式，力争打造全
球领先的“数字化工
厂”。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开出
“加速度度””

开放
发展

节能
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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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Huanghe 产品性能
过硬，目前已经申报
并获得授权专利 19
个，软件适配量全国
第一

无论从体积、重量、冲
压压力，还是从生产
加工能力来说，3.9万
吨专业封头成型压机
都是当之无愧的‘国
内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