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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8月5日～8月11日）

过去一周（8
月 5日～8月 11
日），网友最关注
哪些问题？各县
（市、区）回复情
况如何？哪些帖
文网友还在期盼
回复？请看中原
网心通桥管理员
的梳理和详解。

噪音扰民、占道
经营、停车乱收费、
道 路 不 通 、路 灯 不
亮……如果您遇到
这些烦心事，可扫描
二 维 码 下 载“ 心 通
桥”客户端，将问题
反映给我们。

您有诉求，我来督办

本报讯（记者 李娜）你做创新，我来补
助。鼓励科技创新，郑州再出“大招”，并且是
真金白银的补助——8月 13日，记者从市科技
局获悉，市科技局、财政局共同印发了《郑州市
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实施细则》，我市将
设立郑州市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专项资
金，对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进行后补助，实行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企业自愿申报。

根据《细则》，可以拿到这项补助的对象主
要有四类。

企业研发费用是指企业在产品、技术、材
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项
费用。

专项资金重点补助符合条件的“科技雏鹰
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瞪羚企业”和

“科技创新龙头企业”。
其中，“科技雏鹰企业”须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成立 1 年以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在 2000 万元（含）以下且增速不低于全市
经济发展增速；近三年至少有 1 项与主要
产品（服务）相关的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
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
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实
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科技小巨人企业”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成立 1年以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1亿元（含）以下且增速不低于全市
经济发展增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近三年至
少有2项与主要产品（服务）相关的发明专利、
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
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
权、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科技瞪羚企业”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成
立 1年以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 1亿元以
上、10亿元（含）以下且为正增长等。

“科技创新龙头企业”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成立1年以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10亿元以
上且为正增长；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
3000万元且增速不低于全市经济发展增速等。

同时，要想拿到补助，这一条都必须满足：
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和郑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内的信用“黑名
单”记录。

根据《细则》，对“科技雏鹰企业”上年度研
发费用按照 30%进行补助，补助额 1万元起，
最多不超过50万元。

对“科技小巨人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按
照20%进行补助，最多不超过150万元。

对“科技瞪羚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按照
20%进行补助，最多不超过300万元。

对“科技创新龙头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
定额补助6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见习记者 孙珂）记者昨日从
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组委会获悉，2019中国（郑
州）国际期货论坛将于9月 1日～2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自2016年开始举办，今
年是第四届。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下，今年的论坛主题为“改革新局面开放新步伐——深
化期货供给侧改革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将紧扣中
国乃至世界经济和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发展实践，既立
足中国，更放眼全球，聚焦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
国内外期货及衍生品行业发展、跨境交易及大宗商
品投资、期货及期权工具服务实体经济等。

本届论坛由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芝
商所集团（CME Group）主办，郑东新区管委会、郑州
市金融工作局、期货日报社承办。除主论坛外，本届
论坛还有跨境交易、大宗商品投资两个预热论坛，以
及白糖、PTA、期权三个分论坛。据了解，参加今年
论坛的境外嘉宾人数持续增加，有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还有来自芝商所、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新
加坡交易所、欧洲期货交易所、国际期货业协会、期货
期权世界（FOW）等境外交易所和国际机构的相关负
责人，以及境外产业企业的代表。另从论坛组委会获
悉，论坛参会网络报名今日起正式启动。除主办方定向
邀请的参会嘉宾外，其他自主参会人员可通过论坛官方
网 站（http://special.qhrb.com.cn/190703—1/in-
dex.shtml）、期 货 日 报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平 台（ID:
qhrb168）、期货日报网新浪官方微博进行参会注册。

2019中国国际期货
论坛9月在郑州举行

鼓励科技创新 郑州出“大招”

科技创新企业最高可获600万元补助

社区违建阳光房 经督办终拆除
网友“owl26”以《中原区梧桐新语

社区3-1-405违章阳光房长期得不到
解决》为题在中原网心通桥发帖，投诉
中原区梧桐新语社区3-1-405违章阳
光房长期得不到解决。

8月 6日下午,心通桥督办员到现
场察看后,与中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取得联系。

中原区城市管理局桐办执法中队
接到投诉后，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联合桐
柏路街道办事处和物业公司对现场进
行勘查，认定确为违章建筑，并于 8月
9日下午将该违章建筑拆除。
胡辣汤店占道经营 清理

网友“艾特我”在中原网心通桥发
帖，投诉郑东新区众意路与地润路交叉
口向东 100米路南有家胡辣汤占道经
营特别严重，多次反映无人治理。

8月 6日上午,心通桥督办员在现
场看到，胡辣汤店在门前绿地上违规摆
放桌椅供食客使用。心通桥督办员随即
与郑东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8月 7日上午,联盟新城社区网格
长联合如意湖办事处城管办前往现场
进行处理，告知商户严禁占道经营的规
定，并将外面摆放的桌椅予以清理。
违规安装地锁 办事处回复

网友“白大爷”在中原网心通桥发

帖，投诉二七区福华街苗圃小区内安装
汽车地锁，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家车位，
多次反映社区无人管理。

福华街街道办事处接到投诉后，派
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确认,于 7 月 31
日回复：苗圃小区属铁路老旧小区，现
院内由铁路局新晖物管站管理。为解
决苗圃小区院内地锁反复安装、小区安
全等问题，现正在小区大门处安装智能
门禁。前期联合执法中队、派出所人员
进行集中拆除地锁过程中，院内居民反
映较为强烈，致使地锁拆除难度大，且
小区内三供一业未移交完毕，社区工作
人员将与苗圃新晖物管站积极进行协
调，对小区内地锁等问题规划管理。

一周问政概况

8月5日～8月
11 日，心通桥网络
问政平台接到的有
效诉求中，公共设
施类诉求最多，占
总量的 44%，排名
第二的是国土资源
类，占 28%。具体
分类情况如表

一、路灯不亮问题
1. 金水区文博西路路灯不亮，周

边多学校和小区，给市民造成不便。
2. 中原区建设路西三环、绕城高

速路灯不亮，影响市民出行。
3.二七区行云路郑航北街附近几

条路路灯不亮。
4.二七区嵩山路政通路以西的路

灯常年没有亮过，给市民夜晚出行造成
不便。

二、占道经营问题
1. 管城区紫辰路银莺路交叉口每

晚都有小商贩占道经营，造成堵车，并
使用高音喇叭宣传扰民。

2. 二七区勤劳街陇海路至汝河路
沿线路东，道路塌陷，沿街门店前被商
户占为己有，随意倒垃圾，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

3. 西三环内环，汝河路至淮河路

段的健康步道，每天 5时至 7时有大量
商贩占道经营，严重影响市民晨练。

三、小区垃圾无人清理问题
1.中原区工程厂家属院 37号楼附

近垃圾成堆，无人管理。
2.管城区紫辰路滨河花园小区，二

号楼北边垃圾成堆无人管理。
3.金水区经八路 11 号院脏乱差，

无人管理。
四、道路管养问题
1.上街区科学大道（洛宁路至荥阳

界路段）与工业路（洛宁路至淮阳路路
段）坑洼不平，影响居民出行。

2.荥阳市乔楼镇塔山路南段中国
移动孙成营业厅北侧的道路存在着严
重的积水问题，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

3.中原区秦岭路与棉纺路交叉口暴
雨后地面窨井盖返流地下污水油泥，致
使地面湿滑，多辆电动车于此路口摔倒。

网友关注热点话题

心通桥好声音

1.2019年新密市慢性病补助政策
怎 么 办 理 ？ 都 包 含 哪 些 病 ？（网 友

“worldabc”3月 11日发帖至新密市）
2.二七区棉纺东路 66号院鑫苑国

际城市花园 37号楼 2单元 5楼西户开
办 辅 导 班 ，影 响 居 民 生 活 。（网 友

“666_xtq”3月 25 日发帖至二七区五
里堡街道办）

3.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 90 号院，

小区无物业，无人管理，多位住户家里
下水管堵塞漏水。（网友“郑州热心市民
111”6月 3日发帖至金水区丰产路街
道办）

4.郑州市高新区樱花街帝苑别墅
一期，23号别墅占用公共绿地，151号
别墅加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网友

“ab210311”7月 16日发帖至郑高新区
梧桐管区）

网友盼回复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
员 孙凯笛 文/图）8月 13 日，
春风隧道工程“春风号”盾构
始发暨建设推进大会在深圳
举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
的 最 大 直 径 泥 水 盾 构 机
———“春风号”正式投入使
用，春风隧道建设将迎来快
速施工阶段。

此次始发的“春风号”泥
水平衡盾构机，是中铁装备
集团与中铁隧道局联合研制
的重大装备成果，于 2018 年
9 月在郑州成功下线。设备
开 挖 直 径 为 15.80 米 ，重
4800吨，长 135米，装机总功
率超过 1.15 万千瓦，掘进总
推力高达 2.46万吨。该设备
是迄今为止我国自主设计制
造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

构，其设计制造技术达到了
世界先进水平。

春风隧道工程全长 5.08
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 重 点 工 程 ，也 是 深 圳 市

“东进战略”重大交通项目
之一，作为项目工程的关键
控制性环节，“春风号”大盾
构安全高效的现场组装至
关重要。中铁装备高度重
视设备的现场技术支持和
服务工作，在设备安全运抵
现 场 后 ，自 2019 年 6 月 23
日正式开始组装，通过与中
铁隧道局现场项目部的齐
心协力、精诚合作，在东西
长 140 米、南北宽仅 26 米的
施工现场组装区域，投入装
机人员 120 人，克服场地狭
小、工期紧张、酷热台风等

严 苛 条 件 ，高 质 量 完 成 近
3000 件部件现场组装，创造
了 38 天完成盾构机刀盘旋
转、50 天具备始发条件的国
内超大直径盾构机最快工
地组装纪录。

在 接 下 来 的 隧 道 掘 进
中，“春风号”盾构机将穿行
在平均深度 20米、最深 46米
的复杂地层，要穿越 11条地
下破碎带，一次掘进 3.6公里
的上软下硬风化岩段，还将
下穿深圳地铁9号线、布吉河
等众多风险源。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相关
人员介绍，“春风号”总功率
超过 1.15 万千瓦，是我国大
型设备自主研制的一次重大
突破，将成为助力春风隧道
建设的强大利器。

“郑州造”国内最大直径
泥水盾构机在深圳始发

河南首家国家级产业
计量测试中心获批筹建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
获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批准我省依托郑州磨料磨
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筹建“国家磨料磨具产业计量
测试中心”，这是我省首家荣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筹
的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磨料磨具作为支撑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等先进
制造技术的必备工具，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精密零部
件、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电子行业核心部件等的精
密加工，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依托郑州磨料磨
具研究所有限公司筹建“国家磨料磨具产业计量测试
中心”对我国磨料磨具的发展以及我省地方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研究具有产业特点的量值
传递技术和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参数的测量、测试技
术，开发产业专用测量、测试装备，研究服务磨料磨
具产业全溯源链、全寿命周期、全产业链并具有前瞻
性的计量技术，加强计量测试能力、计量科技创新能
力和运行能力建设，为磨料磨具产业发展提供高技术、
高质量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徐刚领 文/图）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 1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7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70.1 万辆和
69.9 万辆，同比增长 39.1%和 40.9%，新
能源产销近期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保
持稳步增长。

来自郑州市工信局的消息显示，今
年上半年，郑州新能源汽车产量 2.3 万
辆，同比增长 44.5%。全市锂离子电池
累计生产 2.4 亿只，同比增长 39%；全市
推广新能源汽车折合标准车 12201 辆，
提 前 超 额 完 成 全 年 6000 辆的目标任
务。初步统计，今年 1至 7月，郑州新能
源汽车产量近3万辆，增幅40%以上。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
步，我市开展燃料电池公交示范运营，推
进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增加运
营线路和运营车辆数量，通过示范和技

术研发，抢占产业先机，加快产业超前布
局，争创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逐步打造拥有核心技术和完整产业链的
燃料电池产业集群。加快东三环智能网
联 BRT公交线路示范运营，力争年底投
运。并且，强化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完善郑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支持政
策，制定相关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和措施，鼓励各相关
单位和个人优先采用本地生产的新能源
汽车，推进新能源汽车在公交车、出租
车、物流车、环卫车、公务车等重点领域
的全面推广应用。

据统计，今年1～7月份，我国汽车行
业共销售 6 米以上新能源客车 41286
辆。宇通前 7个月 6米以上新能源客车
累计销量为12992辆，同比增长39.83%，
稳居行业第一，市场份额为31.47%。

我省学校明年底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 13日了解到，由省住建
厅、省文明办、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在学校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我省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将通过多种形式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教育，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到2019年
底，各省辖市建成区内 1/3以上学校要率先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到2020年底，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达到100%，知识普及率达到100%。

《通知》提出，学校是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要场所，
教职员工文化水平较高、环保理念强；学生可塑性强，
接受新生事物积极，是践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
主力军，在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较强的引领
示范作用。

《通知》要求，我省将在各省辖市建成区范围内各
级各类学校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同时各省辖市要按照
相关制度标准和工作要求，对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并在文明城市、文明校园等创建
活动中，把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列入文明校园
考核指标。

《通知》明确，全省要大力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活动和校园活动，规范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工作，进一步做好实验室废
弃物等其他垃圾处理工作，积极开展相关领域分类科
学研究等。具体包含各省辖市要制定校园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宣传手册，开展教学设计，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与课堂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以生
活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实践活动。每个学校应至少设置
一处集中回收点等。

今年1至7月份

郑州新能源汽车产量近3万辆同比增长超四成

宇通自动驾驶新能源公交车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
讯员 杨宇）记者从航空港实验
区昨日举行的 2019 半年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上半年，航空
港实验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75.1 亿元，增长 10.3%，分别
高于全省、全市 2.6、2.4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5%；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完成
1142.4 亿元，同比增长 9.5%。
各类市场主体、注册资本同比

分别增长35.4%、11%。
上半年，航空港实验区枢

纽建设取得新进展，产业链布
局进一步丰富。上半年富士康
实现产值 1090.2亿元，同比增
长 5.4%；合晶单晶硅产量持续
放大、联创电子影像模组项目
实现试产；跨境电商进出口单
量累计完成 2183.6万单，单量
占 到 郑 州 跨 境 综 试 区 的
40.1%，持续保持翻番式增长

态势。
据介绍，下一步航空港实

验区将继续全力推进投资超
千亿、占地约 100平方公里的

“超级枢纽工程”建设，推进机
场三期、高铁南站、郑许市域
铁路及外联道路建设，不断增
强枢纽集疏能力。同时争取
药品口岸尽快获批投用，不断
扩大口岸和综保区业务覆盖
范围。

上半年航空港区电子信息
产业完成产值1142.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