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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记者蹲点】

智能终端跑出郑州制造加速度

智能终端产业的快速崛起，带动了全
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郑州市
稳增长、调结构、深化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支柱产业。

2010年，富士康这个世界智能终端龙
头企业入驻郑州，首部“郑州造”苹果手机
在河南下线，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110亿元，
成为“郑州制造”的第7家百亿级企业；

2013年，郑州富士康“苹果”手机产量
达 到 9645 万 部 ，增 长 300%，产 值 达 到
1722亿元，成为“郑州制造”的首家千亿级
企业；

2016年，郑州市富士康智能手机产量
达到1.26亿部，短短几年增长22.9倍，占全
球智能手机产量的近1/7。

在富士康的带动下，郑州智能终端产
业每年的平均发展速度在200%左右，增速
连年居全市各行业之首，目前，郑州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

众企入驻筑牢全球重要智能终端基地

随着富士康的入驻，我市智能终端产
业借势发力，大力实施“龙头+配套+协作”
的精准招商模式，开展智能终端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定向招商。目前，已有奇酷360、
中兴等 134 家智能终端整机企业签约郑
州，天宇手机等 34家非苹果手机整机及配
套企业投产运营，上百家富士康协理厂商、
供应链企业落户，俄罗斯空桥等全球知名
企业纷纷入驻，带动了 100多个产业、400
多个配套企业入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全球智能终端研发制造基地的
地位日渐巩固。

郑州的智能终端产品由苹果手机的
“一枝独秀”变为众多品牌云集的“众木成
林”。随着中兴、天宇、酷派、创维、致远等
国产知名品牌手机项目相继投产、达产，郑
州的非苹果手机产量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2014 年，郑州的非苹果手机产量为 2438
万部，为苹果手机产量的 1/4；而到了 2016

年，非苹果手机产量达到 1.3亿部，占到全
市的52.8%，份额首次超越苹果手机。

良好生态助力智能终端再提速
郑州以航空枢纽为依托，以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基本形成了覆盖全
球的航空物流体系。综合保税区、电子商
务跨境贸易交易试点等开放平台相继建
立，美国UPS、菜鸟科技等全球性综合物流
商进驻郑州，国家移动通信终端（手机）设
备重点检测实验室落户综合保税区，与智
能手机出口加工、全球采购配送相配套的
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支撑智能终端（手机）
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的体系基本形成。

为加快智能终端产业发展，郑州市加
大对产业发展的引导，成立专门部门，强化
协调推进，为入驻企业和项目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保障。航空港区还设立了总规模 6
亿元的退税资金池，同时建立完善了智能
终端供应链、智能终端检测、孵化器等要素
平台来优化产业生态环境。

优越的发展环境，吸引了更多的智能
终端企业在郑州投资兴业。今年以来，总
投资近 300亿元的硕威二期、华讯方舟郑
州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航田手机产业园、领胜电子材料、中迈智能
手机和电池生产基地等一批项目顺利开
建；港田手机产业园、世基手机产业园、乐
派电子等一批智能终端项目将陆续竣工或
达产。

谈到未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市工信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
快集群式承接国内外智能终端产业转移，
加快引进培育一批整机制造、核心配套和
研发设计企业，搭建一批智能终端（手机）
产学研创新合作平台、公共技术研发服务
平台，形成集研发、设计、软件开发、整机制
造、配件生产到销售、物流、售后服务于一
体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力争到 2020年，
全市智能终端年生产能力达到 5亿部，把
智能终端产业打造成为“郑州制造”的万亿
级产业，成为全球智能终端产业“新高地”。

智能终端：“郑州制造”的世界级名片
本报记者 聂春洁2016年，郑州富士康智能手机产量达到1.26

亿部，在其带动下，郑州智能终端产业增速连年居
全市各行业之首，贡献了全市电子信息产业90%
以上的产值。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郑州电子信
息产业销售产值达到3104.7亿元，成为全市第一
个突破3000亿元的主导产业。

富士康繁忙的生产线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好人凝聚中国力
量，好人引领道德风尚。昨日上午，郑州好
人馆在郑州市图书馆开馆。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张俊峰出席开馆仪式。

文明和谐彰显当今时代主题，道德风尚
凝聚当下社会主流。作为“全国文明城市”，
郑州以其精神沃土孕育出一个又一个道德
模范、好人代表，从不同维度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浓缩成时代音符。争做“郑州好
人”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传递正能量
的新名片和道德建设的高地，郑州也成为全
国唯一一个连续三年产生感动中国人物和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大数据排名首位的城
市。近年来，郑州先后涌现出各级道德模范
116人，感动中国人物9位，中国好人67位，

河南好人18位。
郑州好人馆筹建于 2016年 6月，2017

年 5月中旬建成并试开放，展厅面积 1500
多平方米，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感动中国、豫出好人、敬业奉献、志愿服
务、孝老爱亲和凡人善举9个展厅。展馆运
用图片、视频等资料，展示身边好人的事迹，
扩大身边好人的示范带动效应。

张俊峰要求，全市各有关单位积极用
好郑州好人馆这个思想道德建设阵地，把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宣传好，把身边好人
的榜样力量发挥好，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正能量，为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
德支持。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12日下午，市委
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沿贾鲁河堤顶道路现场察看工程进展
情况，随后召开协调会，对贾鲁河综合治理
工程下一步如何快速推进进行再动员、再安
排、再部署。

杨福平一行先后到工程涉及的高新区、
惠济区、金水区实地察看，详细询问工程推
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截至目前，贾
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土方开挖完成3253万立
方米，占工程总量的 92%；土方填筑完成
430万立方米，占工程总量的 93%；护砌工
程完成约 57 万平方米，完成总工程量的
83%；新建 15座拦蓄水坝，除三座正在桩基
开挖或桩基施工，其余施工进度均能满足安

全度汛要求。
据了解，由于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为线性

分布，施工工作面分布在六区一县，工程施工
需要绿化迁移、管线迁改、涉铁施工等协调工
作。整个施工区域有13条铁路专线横穿河
道，已经查明需要迁改线路160余条，涉及自
来水管道、燃气管道、中水管线、供电线路等。

协调会上，杨福平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以大局为重，针对出现的问
题要加快对接衔接沟通协调力度，高效有力
解决工程推进过程中存在的“肠梗阻”。在
施工过程中，在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的前提下，精心组织，科学调度，倒排工期，
全力推进，争取让贾鲁河早日以靓丽的面容
出现在市民面前。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作
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郑州好人馆昨开馆
快来感受榜样力量

2017年6月13日 晴
乱石坡村，属于半山半丘陵浅山区。今天

是驻村蹲点采访的第二天，沿着蜿蜒曲折的山
路，我赶到了全村最典型的贫困户李花家里。

77岁的李花正端着碗坐在低矮的木凳
上吃饭。没有生疏感，很快和记者拉起了家
常。她说她的娘家在新密市白寨镇三岔口
村，距离这里不远，从 19岁嫁给李满池后，
先后生育了4个孩子。

由于特别贫困，老大迟迟娶不上媳妇，
老两口就让唯一的女儿给荥阳市贾峪镇另
一个贫困户换了亲。十多年前，她老伴患了

肝硬化，非常严重，在县城治疗十多天后不
幸撒手人寰，给家里留下 1万多元的外债。
那时候，1万多元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给老伴看病时借亲戚们的钱，都是老
四靠打工慢慢还的，去年才彻底还清。”李花
的语气有些沉重，剩下的两个儿子一直未娶
亲，是她多年来的心病。

一家三口就挤在三间平房里，连个院墙
也没有，由于房屋年代久远，一些墙皮已经
脱落，室内光线昏暗。李花说，两年前老四
用打工积攒的几千块钱买了砖，然而由于手
头缺钱，房子一直未盖起来。

“真是太感谢驻村第一书记赵伟涛了，
他给我们家帮助很大。”李花话锋一转说，赵
伟涛多次来家里和她拉家常，知道全家盖房
子的心愿后，首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 1000
元钱，然后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到附近的厂协
调，给他们家拉来石子、细沙，并千方百计找
来了5吨水泥。

一个多月前，李花家买来了钢筋，请来
了工匠师傅，两间房及院墙垒起来了，房屋
封顶了，楼梯也建成了，整个家变得宽敞明
亮了。看着拔地而起的新房子，李花的心里
乐开了花。 （下转二版）

盖的是房子 暖的是民心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新房子盖起，李花老人乐开了花。

农村人勤，看天劳作。清晨不到7点，56
岁的新沟村四组村民禹海莲便开始了一天
的兼职劳作：蒸馍、调凉菜、挨个房间收拾被
褥……一切熟练而有序。

小竹林，长旗杆，石磨砌成的石桌、石
台，屋顶上安装有光伏发电面板，院内亭
台流水，废置的小学已然不复存在，取而
代之的是“一田美园”，成了学生素质训练
基地。

“身体不太好，出去找活也不容易，在这
里按天计算工资，就在家门口，方便得很。”
从去年夏天“一田美园”正式对外开放，禹海

莲一直在这里兼职打零工，只要有客人过
来，干一天能赚60元的工钱。

“洗衣做饭都是小活，不能有啥困难都
找政府吧，能出来做点事，咱心里踏实。”
禹海莲说。

老板不在家，平时打理“一田美园”的是
28岁的开封小伙子马建伟。为了不打扰村
民，记者在这里搭伙吃饭，和马建伟拉起了
家常。

“投资产业，很多人都得先看交通是
不是方便，你这个老板的思维倒有些与众
不同。”

“6亩多的校园，只有8个办公室改的房
间和几口窑洞，能赚钱？”

…………
记者抛出一个个疑问。
在马建伟看来，老板看中的就是这里的

“不方便”。他说，老板是东北人，一个偶然
的机会知道有新沟村这么个地方，看到废置
多年的村办学校，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这么
幽静的地方很适合做一个休闲养生的场
所。基地投用后，不仅给村子带来了人气，
还增加了村民收入。

（下转二版）

产业入村来 脱贫有奔头
郑报融媒记者 覃岩峰 史治国 姚辉常 文/图

利用办公用房改成的书房。

本报讯（记者 张翼飞）昨日上午，河
南省启动文明交通助力城市治理行动，
全省 18个省辖市、10个直管县（市）同
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庆，省文明办专职副
主任张曼如，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忠华等
出席郑州主会场启动仪式。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公安
厅联合下发的《文明交通助力城市治理
行动实施方案（2017—2019）》，计划用
三年时间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行业尽责、社会协同、全民共建”文明
交通良好格局。

启动仪式上，文明交通志愿者、文明
单位代表、驾驶员代表、市民代表先后发
言，表示要争做文明交通践行者、引领者
和宣传者，并倡议每个交通参与者积极
行动，从自身做起，共同维护安全、有序、
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此次行动重点任务包括9项：河南省
文明交通助力城市治理行动、河南省文
明交通助力城市治理行动、城市交通违
法专项治理、文明交通示范路创建活动、
交通违法曝光活动、建立文明交通志愿
者常态化工作机制、文明交通进校园活
动、寻找好交警、好司机、好志愿者活动、
充分发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作用。

根据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和公安机关要把这项活动作为列入重要
工作日程，确定重点，细化要求，综合施
策，形成全民参与、上下衔接、群策群力、
全面推进的良好局面；新闻媒体要全面
深入及时报道活动进展情况，加大对不
文明行为的曝光和监督力度；文明单位、
志愿者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身作则，
主动作为，积极参与活动；公安交警要从
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抓起，不
断完善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实现文
明交通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郝亚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拿马
共和国 13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
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主要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
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兹
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

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
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
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
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
何官方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对巴拿马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
示赞赏。

（相关报道见4版）

中国和巴拿马建交
巴拿马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外交关系”

专题调研持续推进
脱贫攻坚问题整改

本报讯（记者 袁帅）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
长靳磊带领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深入中牟县，调研全市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推进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副市长李喜安
参加调研。

靳磊一行先后来到省级贫困村中牟县黄店镇段村，市
级贫困村黄店镇马庄村和该村扶贫产业园，现场查阅脱贫
攻坚档卡、脱贫户的巩固提升计划等资料，了解行业帮扶政
策落实和入户帮扶情况，察看产业扶贫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听取中牟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汇报。

靳磊对中牟县贯彻落实全市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推进会
议精神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靳磊要求，要正视问题，
尽快补齐档卡进度和质量、工作推进时段、宣传氛围营造等
方面滞后的短板，为问题整改打下坚实基础。要提高标准，
特别要提高认识标准、工作标准、作风标准，切实用“绣花”
功夫促进各项工作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要实化举措，
通过自查、互查等方式，进一步完善规范档卡管理。紧扣

“六个一”标准，到户到人，加快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熟练掌握脱贫攻坚政策和行业扶贫政策，扎实
做好政策宣讲工作，提高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压实帮扶单
位责任，强化教育、医疗卫生、民政、社保、残联等部门的行业
责任，加大力量投入和支持力度，使帮扶单位、行业部门作用
得到充分彰显。要狠抓落实，对已脱贫贫困户做好巩固提升
工作，让他们持续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坚持长短结合，
发挥产业脱贫、就业脱贫优势，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要转变
作风，带着真情与群众沟通交流，做到水乳交融、真情融入，
持续提升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要关心干部，加强对基层
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提供必要生活保障，激励他们接续努
力、顽强拼搏，推动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更大更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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