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年前的金秋，富士康郑州科技
园在航空港区开建；8年后，郑州手机
产量达2.99亿部，占全球手机供货量
的七分之一。这意味着，全球每七部
手机中就有一部是“郑州造”。

从 2011 年 3 月富士康首条生
产线在航空港区投产，到目前该区
入驻智能终端企业200余家，累计
投产项目 66 个，郑州智能终端产
业集群实现了“从一只苹果向硕果
满园”的转变。随着越来越多智能
手机从郑州“飞向”世界，以智能终
端产业为代表的郑州世界级电子
信息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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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28日，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进驻河南
省，进驻时间为8月 28日至9月 27日，其间设立举报电话：
0371-65603933（每天受理时间为 8:00~20:00），举报信
箱：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主要受理河南省涉黑涉
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公告

智能终端产业风起云涌
金秋 9月，位于郑州航空港区南部的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又迎来生产旺
季。作为高标准打造的专业园区，该产业
园建有厂房、办公楼、员工宿舍、专家公
寓、健身中心等，集手机研发、产品设计、
软件开发、整机制造、配件生产销售、物
流、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
在这里初露芳容。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河南信太通讯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简单吃
过午饭后，立即回到流水线开始繁忙工
作。该公司总经理黄景松告诉记者，今
年，该公司手机产量将达1000多万台，主
要出口到印度、俄罗斯等国家。2016年、
2017年，该公司手机产量分别为 1180万
台和 1300 万台，产值均突破 3 亿元大
关。令人欣喜的是，这家从深圳迁移到郑
州的电子信息企业，不仅在手机领域深耕
细作，还在物联网模块、联感器车载系统

等智能终端产品领域不断推出高科技新
产品。

作为正威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的
首期入港区项目，河南省金昌威电子有限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2日在航空港区投
产下线，目前有员工 500多人，已有 12条
生产线投入运行，单月手机产量可达 50
万台。昨日，记者在该企业生产车间看
到，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组装手机。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企业代工产品主要出
口到东南亚、欧洲及美洲，企业长期与印
度、巴基斯坦、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多个
国家保持出口往来。除了代工，该企业还
将组建供应链金融公司及物流公司，并计
划推出自有品牌 TATA 手机，预计年产
销量可达500万台。

记者在多家企业了解到到，除了手
机，不少企业还生产智能手表、平板电脑、
智能穿戴设备等，经营领域涵盖高新技术
产业、现代服务业、品牌整机制造、核心产
品配套、创新创业等多个板块。

“2017年，郑州航空港区手机产量达
到 2.99 亿部，占全球手机供货量的七分
之一。这意味着，全球每七部手机中就有
一部是‘郑州造’。今年上半年，航空港区
手机产量超过 1.1 亿部，同比增长 4.2%。
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息先
进制造业集群规模初现。”谈到智能终端
产业，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商务和物
流业发展局局长王飞自豪地说。

智能终端全产业链逐步形成
假如时光穿越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

还不知道手机为何物，时至今日，不断更
新换代的手机，已成为年轻人追求时尚潮
流的重要标志物。与世界经济脉搏同步，
一条完善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在郑州逐
步形成。

8年前，富士康科技集团进驻郑州，
为河南这个产粮大省“种”下第一棵“苹果
树”。如今，这一棵“苹果树”已经发展成
了“一片果园”。仅仅8年时间，郑州手机

产量从零飙升到近 3亿部。在富士康项
目的带动下，郑州航空港智能终端产业形
成了令人瞩目的雁阵效应。

据统计，包括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在
内，郑州航空港区已吸引200多家智能终
端产业入驻，累计投产项目 66个。2007
年，该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 2943 亿
元。如今，富士康项目已从单一的手机制
造拓展到后端模组、研发、苹果手机维修、
谷歌智能穿戴产品制造等十几个项目。

在郑州航空港智能终端（手机）产业
园的西南角，硕威集团占据了4幢标准厂
房，6条进口全自动精密 SM 生产线正在
有条不紊地工作。“我们在这里布局的生
产线，手机组装只是一小部分；从壳料、贴
片，到主板、摄像头等，占手机成本 95%
以上的配件正在航空港布局生产线。生
产线不仅为自己配套，还可以为港区其他
企业配套。”该企业负责人坦言。

智能终端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航空
港区电子商务及物流业提速。（下转二版）

习近平将出席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作实时报道

郑州智能终端产业风起云涌 雁阵效应推动全产业链形成

从一颗“苹果”到硕果满枝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全国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月启幕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促进2018届高校毕业生及应往届离校
未就业的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及高质量就业，即日起，河南省人才
交流中心启动 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河南分会场主
题招聘活动。

就业服务月期间，省人才交流中心安排了 10场主题招聘，其
中，9月 1日、8日、15日将在河南人才市场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河南分会场招聘会，主要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及高校毕业生中的困难群体；9月 26日、27日、28日、
29日，举办 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秋季联合招聘
周河南分会场招聘活动，为供求双方提供线上、线下双平台，促
进各类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更好地为高校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服务。届时现场会设立大学生求职信息库，并结合
毕业生需求提供就业指导、岗位信息推送、求职登记、匹配推荐
等精准帮扶服务。

此外，9月 5日、19日，省人才还将举办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9月 12日举办互联网成长性企业专场招聘会，为“95后”毕业生带
来更多职位。每场招聘会拟设展位 110个，预计需求专业将涉及
市场营销、机械制造及设计、会计、文秘、人力资源、计算机、物流、
机电一体化、土木工程、化工、国际贸易、生物工程等。

本次活动仍将启动供需智能一体化服务平台，开放线上展位
预订系统，参会企业信息将通过中国中原人才网（www.zyrc.
com.cn）、“河南省人才市场”新浪微博、“河南人才市场”微信订阅
号、“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微信服务号等提前发布，面向全省毕业
生“送岗位、送信息”，实现信息与资源共享。

郑州迎来会展黄金季
20余场博览会等您来
本报讯（记者 成燕）金秋 9月，秋风送爽，郑州又将迎来会展

黄金季。记者昨日从市会展办了解到，本月，共有 20余场大型会
议及博览会将陆续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了解，9月 5日至 8日，第二届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
论坛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该论坛由国际民航组织、郑州
市政府主办，论坛主题为“打造航空货运的未来”。

该论坛闭幕当天，由市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
易所集团联合主办的 2018第三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将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期货论坛为期两天，将邀请境内外
知名经济学家和专家学者，境内外交易所、期货公司、银行、基金等
金融机构，研判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畅谈期货市场改革开放
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9月 18日至 21日，由中国建筑学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郑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会将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围
绕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城市风貌特色保护与有机更新、新技术
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举办国内外城市
设计优秀成果展览展示活动。

2018年中国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暨第十二届肿瘤标志物青
年科学家论坛也将于9月 13日至1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50余位专家学者及产业领军人物将分享最新科研和技术突破，
发布最新产品及临床研究成果，解读产业政策及临床规范。

此外，中原医疗器械秋季展览会、郑州运动及户外用品展览
会、郑州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用品博览会、第十届安团家博会、郑
州绿色厨卫电器展览会等多场展会都将于本月中下旬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宇通等63家企业入选
充电设施运营商目录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对

第三批充电设施运营商进行公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63家企业入围。

据了解，经企业所在市发展改革委申请及省发改委初步审查，
本次共有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力之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智易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沃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艾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景郑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易微行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振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腾
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63家企业，基本符合河南省充电设施运
营商准入条件，拟纳入河南省第三批充电设施运营商公布目录。

记者了解到，按照《河南省“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和《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
法》，我省提出到 2020年，全省要建成各类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000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10万个，满足超过 35万辆电动汽车
充电需求；并且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形成“互
联网 充电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发展一批在国内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充电服务企业。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日
前获悉，继上一年度补助通行费
之后，自 2018 年 9月 1日 0时起，
豫 A 牌照小型 ETC 客车行驶武
陟县至郑州绕城高速相关站点之
间，可继续享受通行费双向补贴

政策。
武陟县政府发布通告称：武

陟县人民政府对豫 A 牌照小型
ETC客车行驶武陟县至郑州绕城
相关站点之间通行费双向补贴政
策，经省交通厅同意，往后延长一

年。新的补贴政策执行时间为
2018 年 9月 1日 0 时至 2019 年 8
月 31日 24时。2019年 8月 31日
24时之后的通行费补贴是否继续
有待商定。

补贴实行先收费后补贴运作
模式，即：车主缴纳通行费后原则
上 2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返还到储
值卡 ETC账户、记账卡 ETC绑定
的借记卡或信用卡银行账户；并在
补助返还后 1个工作日内向车主
短信通知补助金额。

上周主要食品
价格涨幅缩小
鸡蛋生猪价格均有回落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受台风暴雨天气影响，全省蔬菜鸡蛋
等主要食品曾一路高歌猛进，但这一局面在上周有所缓解。昨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随着天气好转，我省主要食品上周
起供应逐渐恢复，价格逐步回稳，主要表现为蔬菜价格涨幅缩
小，部分品种价格出现回落，鸡蛋价格冲高后小幅回落以及生猪
价格小幅下滑。

据监测，8月 31日，小麦、玉米、标准粉、特一粉、粳米、挂面
全省平均价格每500克分别为1.14元、0.91元、1.86元、2.13元、
2.75元、3.38元，与上周基本持平。同日，一级 5升桶装纯正花
生油、菜籽油、大豆油、食用调和油全省平均价格依次为 134.63
元、75.31元、61.02元、66.57元，与上周基本持平。

主要蔬菜价格涨势回落。8月 31日，大白菜、上海青、青椒、
黄瓜、西红柿、白萝卜、茄子、大蒜、芹菜、胡萝卜、土豆全省平均价
格每500克分别为2元、3.26元、2.66元、3.37元、2.82元、1.40元、
2.41元、2.75元、3.02元、2.19元、1.84元，与上周比，4降 7涨，上
海青、黄瓜、胡萝卜、土豆价格分别下降 1.81%、2.88%、6.41%、
3.66%，大白菜、青椒、西红柿、白萝卜、茄子、大蒜、芹菜价格依次
上涨5.82%、2.31%、9.30%、2.19%、10.55%、3.38%、1.00%。

据监测，8月 31日，鸡蛋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克为 5.09元，
比上周价格回落1.93%；生猪全省平均价格每500克为 6.72元，
比上周下降1.75%；同日，猪肉精瘦肉、五花肉、牛肉、羊肉、鸡肉
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 克分别为 14.08 元、12.13 元、29.22 元、
31.16元、7.30元，与上周比全部微幅上涨。

9月2日，第18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作为下届亚运会的承办
城市，杭州在闭幕式上通过“杭州时间”文艺演出正式发出盛情邀请——“2022，杭州欢
迎你”。4年之后，亚运精神的荣光将在钱塘江畔再度绽放。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32金、92银、65铜，并打破2项世界纪录、4项亚洲
纪录和19项亚运会纪录。中国队在射箭、游泳、田径等项目上多次创造历史突破，三大
球项目取得显著进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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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A小客车行驶郑州至
武陟高速继续享受补贴

中华慈善日
郑州聚爱心

血库告急48名
保安“组团”献血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
将于 9 月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作实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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