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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周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李
盼）今年以来，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
基建”掀起一场新的经济业态，不断提升着
城市抗风险能力与现代治理能力。昨日，
记者从郑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郑东新区
以抓好智慧城市综合管理中心建设、打造
幸福郑东新区为总体目标，全面推进大数
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信息通信技术与城
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解决城市管理部门急
需解决的具体业务问题，不断提高郑东新
区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这次从老家回郑州，看到郑州东站新
增了一个高科技智能审批小屋，我的居住
证直接在机器上申请办理了。没想到这个
无人自助机能办这么多业务，真是太方便
了，而且使用这台机器办理业务就像在
ATM 机上存取款一样简单，特别容易上
手，这么好的设备希望全市都能用上。”日
前，在郑东新区高铁站西北出站口，一个类
似 ATM 的独立小房间吸引了过往旅客，它
也是河南省首台“无人值守受理站”，说起
它的效果，刚从老家回郑州的张女士显得

很兴奋。
记者了解到，“无人值守受理站”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核心，以自助机器逐步取代人工，
打造“无人值守”的政务服务新模式，通过接
入郑州市“城市大脑”，逐步实现企业和办事
群众材料准备、操作指引、受理准备、无人认
证、材料预审等环节全程电子化，实现365天
24小时无人值守审批。让群众办事从“限定
时段跑”变为“随时可以跑”，助力群众办事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进一步提升了政
务服务能力。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智能审批屋将多项
专用设备进行精细化集成和一体化整合，配
备了双目活体摄像头、身份证读卡器等 20
个专用设备，具备智能助办、人证核验、材料
智审、文件柜自助收件、材料复印打印、办件
进度查询等 10 余项功能，全程采用语音和
动画结合的方式引导用户自助操作，实现政
务服务业务自助办、随时办。目前，包括提
取公积金、社保和医保办理、护士和医师注
册、教师资格证、申请法律援助、居住证办
理、户籍变更、落户、烟草专卖许可证、社保
查询、税务查询、不动产查询、公安查询等

253 项高频事项可以在该政务服务自助机
上办理。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郑东新区多措并
举，全力开展“互联网+”政务工作，实现政务
服务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不断深化

“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政务服务改革，认真落
实郑州市“四端协同”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政务
服务体系新要求，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
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智慧生活场景的打造也让郑东新区赢得
了外界的认可。11月 17至 18日，第十届全
球智慧城市大会以多地连线的方式在巴塞罗
那、上海、纽约等地同时召开，郑东新区“智慧
岛·未来城市全景实验室”项目入围创新理
念奖提名。

记者了解到，自 2011年举办至今，全球
智慧城市大会已度过了 9 个年头。大会致
力于为全球的公司企业、公共机构、企业
家、研究机构等创建政商结合的生态平
台。通过展示、学习、分享、互动和聚集灵
感来共同规划和支撑未来城市的发展方
向。对城市和企业而言，全球智慧城市大
会是一个结识全球各大在城市创新规划领

域具有真知灼见人物的机会，例如市长、城
市执行部门负责人、专家、企业高管等。双
方互相切磋、探讨创新的智慧城市发展与
合作，从一个 3 天的展会活动到一个引领
行业的多生态平台。

大会颁发了智慧城市奖、创新理念奖、数
字化转型奖、城镇环境奖、智能交通奖、政府
治理与金融奖、包容及共享城市奖等。郑东
新区“智慧岛·未来城市全景实验室”项目入
围了被誉为智慧城市行业领域“奥斯卡”的创
新理念奖提名。与郑东新区一同入围的还有
上海万向区块链、江西南昌文明创建不下线
系统。

据了解，“智慧岛·未来城市全景实验
室”将郑东新区智慧岛打造成为信息化枢
纽和支点，秉承开放、融合、协同、共享的理
念，结合未来城市智慧大脑和新一代网络
信息技术的共同赋能，为中原科技城科技
创新驱动、信息化技术攻关突破提供既

“大”且“全”的实验场所，提升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进程，确保为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提供强有力支撑。

科技引领城市更智慧
场景落地群众更幸福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
员 梁虹 赵勇斌）信访，一头事关
辖区群众福祉安宁，一头连着辖区
发展和谐稳定。长期以来，郑东新
区金光路办事处都将民调信访作
为重点工作认真开展，通过不断努
力，在过去几年连续获得郑州市信
访工作“四无”乡镇（街道）、郑州市
平安建设工作先进乡镇（街道）等
荣誉。

面对因辖区回迁安置居民逐
渐增多而日益增加的信访新问
题、工作新挑战，金光路办事处坚
持创新方法、不断进取，用“四新”
成果改进城市管理、回应百姓期
盼、解决民生诉求，努力打造金光
稳定新局面、和谐新气象。

发展启新程，形势研判更
全面。随着辖区安置回迁工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金光路办事
处进入了发展新阶段，但同时
也产生了城市管理、环境卫生
等民生新问题。踏上辖区信访
工作新形势下的“新征程”，金
光路办事处积极应对、迎势而
上、严格部署，要求各村（社区）
每月定期召开一次专门会议，
听取各组信访工作汇报，群策
群力科学研判，分析解决相关
问题，协同推动疑难信访事项
及突出问题的解决。

规范创新制，舆情处置更主
动。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与遏制
问题上，金光路办事处牢固树立
大信访工作理念，根据“精细化谋划、科学化决策、信访
化评估、制度化考核”原则，研究制定了《各村（社区）信
访工作考核方案》，实行岗位绩效考核制度，规范信访
管理工作，激励增进各村（社区）干部的积极性与责任
心，让每个干部都成为信访稳定员、让每项工作都助推
信访大局稳定。

联动开新局，多级协作更高效。自 2018年起，金
光路办事处就把村级接访作为推动学习践行新时期

“枫桥经验”、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重大举措来
抓。金光路办事处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了多个村级接
访工作室作为信访接待阵地，并将班子领导接访制度
从办事处延伸至各村（社区）、各小区物业，再由每天安
排 1名村（社区）干部与 1名物业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群
众的“1+1”接访制度，实现信访窗口前移、工作重心下
移，形成从办事处到村（社区）再到小区物业“层层上
心、级级用力、环环高效”的服务群众新局面，打造“源
头控访、服务减访、责任化访、综合治访”的信访工作新
格局。

访调焕新风，百姓生活更和谐。最基层的矛盾
往往集中在家长里短上，金光路办事处鼓励辖区
村级信访工作采用更加适宜的访调结合方式，由
人民调解员、驻村律师等主动上门，让群众足不出
户 就 把 矛 盾 解 决 ，有 效 化 解 了 辖 区 各 种 问 题 纠
纷。群众纷纷表示：“现在金光不但人居环境愈加
美好，家庭邻里间也更和谐了。有这种好风气，日
子越过越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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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文/图）12月 1日
是第 33个“世界艾滋病日”，日前，郑东新区
举行大学生防艾知识竞赛（如图），来自郑东
新区 10所高校的防艾志愿者相聚一堂，参
与竞赛交流。

比赛现场，选手们激情四射，神采飞扬；
评委们时而耐心解答，时而点头称赞；观众
席上，加油声、鼓掌声此起彼伏。整个比赛
过程，气氛和节奏紧张而激烈，各参赛队选
手在必答环节时都能够快速、准确地做出
回答，在抢答环节积极踊跃、争分夺秒。不
仅台上的选手，台下的观众也踊跃参与互
动环节，争先答题。记者了解到，郑东新区
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已连续 4年举行防艾知
识竞赛，今年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多元开
展，以期扩大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的广
度和深度，减少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歧视，营造共享健康的良好环境。

253项便民服务
事项可“就近办”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李
盼）昨日，记者从郑东新区管委会了解
到，为深化“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政务服
务改革，提高群众办事便利度，郑东新区
选取馨悦苑小区、双湖花园、正商铂钻小
区、商都路便民服务中心等地作为试点，
分别部署政务服务一体机，实现 253 项
便民服务事项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
易办。

据悉，目前政务服务一体机包含 253
项便民服务事项，包含公积金一件事、
青年人才补贴一件事、居住证一件事等
与居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一件事”事项
共计 144 项，热门事项 36 项、自助查询
54 项、自助打印 9 项、自助缴费 10 项。
通过投放自助终端设备，加速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让群众“办事不出社
区”，打通基层政务服务惠民“ 最后一
公里”。

携手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国家文物局发布
“考古中国”五项新成果

河南占四项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会议发布了五项
重大考古新成果，河南占 4项，分别是偃师二里头遗址、
周口时庄遗址、平顶山余庄遗址、南阳黄山遗址。此外，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也同时发布。

会议聚焦夏文化及新石器晚期重要考古发现，五项
考古工作新成果，从都城布局、宫城建筑、粮仓储备、礼仪
制度、手工作坊、墓葬等级等方面，为探寻早期中国文明
起源提供有力佐证，有力推动夏文化研究、中原地区文明
化进程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九宫格”式布局、“井”字形
主干道路网络面貌更加清晰，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
道路自宫西路向西延伸 400余米，在宫西路以西新发现
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道路两侧有墙垣。新发现的道路
和墙垣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
域，多个网格内均曾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基址和墓葬，
显示出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结构布局，为
研究二里头遗址城市规划、社会分层、礼仪制度等提供
了重要资料。

周口时庄遗址发现一处粮仓城邑，年代距今 4000
年～370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期。城址坐落在
人工垫筑台地上，外围发现两周夯土围墙，外围墙圈围面
积1243平方米。城址中心发现一座连间房屋，房屋周围
散布 28座仓储建筑遗迹，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
颖壳，推测应为粮仓。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
早的粮仓城邑，布局清晰，功能明确，对研究中原地区早
期国家的粮食管理等具有重要价值。

平顶山余庄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龙山时期聚落遗
址，面积约 50万平方米，发现墓葬、房址、窖穴等各类遗
迹 50余处，其中龙山文化 M10是迄今河南境内已发现
的随葬器物数量最丰富、等级规格最高、礼制色彩最明确
的龙山文化墓葬，为研究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礼制起源
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中原地区社会复杂
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
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大型

“前坊后居木骨泥墙式”建筑 3座、工棚式建筑 2座，屈家
岭文化中小型玉石器作坊址7座、大型夯基1座、墓葬82
座、祭祀坑 2座、瓮棺葬 73座，出土大量玉石器制作工
具、玉石料残次品、陶器、骨器等遗物，均与玉石器制作密
切相关，推测黄山遗址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
时期大型玉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聚落遗址，为研究新
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区域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
了重要材料。

此次通报的五项重要发现，将有力推动夏文化研究、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国家文物局
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整体框架下，围绕夏文化与
夏代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重大历史问题，加强统
筹部署，持续推动有关地区文物部门、科研机构集中力量
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没想
到在机器上提交材料，几秒钟就领到了营业
执照。”24日，郑州航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
过企业登记全程智能化审批机完成注册。
在体验了“秒批秒领照”后，该企业负责人很
激动。

据了解，为方便企业注册，进一步压缩
企业开办时间，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管委会在综合服务中心启用企业登记全程
智能化审批机，郑州片区企业注册实现“秒
批秒领照”。

此次启用的企业登记全程智能化审批
机，实现系统自动收集、验证身份信息、名称
自主申报、自动生成经营范围等，填报提交方
便快捷，同时还支持现场扫码签、手写签或远
程签等多种签名方式，审批标准规范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机器自动审批、出照，全程无
人工干预。

针对郑州片区主导产业发展和企业注册
特点，首批“秒批秒领照”服务经营范围包含
科技、信息、供应链管理等37个大类106个小
类，覆盖90%以上常见企业经营项目。

郑州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秒批
秒领照”服务是在省、市大力推进“一网通办”

“全程电子化”政务服务的基础上，针对经营
范围相对单一、不涉及前置审批的企业注册
需求，提供的一项“快餐”式服务，不仅便利了
企业注册，同时也解放了后台审核人员，进一
步提升营商环境。

据统计，截至 10月底，郑州片区累计新
注册企业达 66535 家，其中今年新注册企业
14375家，同比增长15.7%。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企业注册实现“秒批秒领照”

本报讯（记者 成燕）海南首届温泉

文化旅游节、厦门自驾旅游节……进入

11 月下旬，各地纷纷启动冬季旅游市
场，哪些目的地人气和性价比高，更值得
在此时前往呢？昨日，携程发布的“冬季

旅游度假人气榜”显示，目前，正值传统

出行淡季，多家旅游网站旅游产品纷纷

“跳水”。

这些地方自由行最热门
据了解，11 月下旬至 12 月份是传

统出行淡季,旅游网站各类产品“大放

价”，一些国内人气目的地和城市，包括机

票、酒店在内的自由行产品，最低只需要

五六百元。同时，跟团游、景区门票、租

车、一日游等产品也纷纷推出大力度优惠

活动。“国内自由行人气榜（11月）”显示，

从携程自由行产品的近期预订人气看，三

亚、成都、重庆、西安、北京、厦门、广州、

长白山、张家口、哈尔滨，是人气领先的

目的地。旅游者主要选择 2～5天的自

由行产品。随着各地降温，温暖的海南

三亚位居自由行人气榜首，4晚入住豪

华酒店、包含往返机票的三亚 5日自由

行只需1500多元起，性价比相当高。

私家旅游团人气高
不少旅游者特别是家庭人群，喜欢

选择省心省力的跟团游。特别是不跟陌
生人拼团的私家团，成为 11月的黑马。

携程“国内私家团人气排行榜（11月）”
显示，丽江、三亚、成都、贵阳、九寨沟、呼
和浩特、西宁、桂林、张家界、兰州，是最
近私家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选择云南、

海南、四川等省份的人数更多。云南成

为跟团游第一大人气目的地。

旅游者热衷选择私家团、精致小团、

半自助等高品质“新跟团”产品。

滑雪旅游正当时
随着多家雪场陆续开放，滑雪旅游

线路的人气在11月下旬越来越热，黑龙

江、吉林、河北等地滑雪度假区比较热

门。业内人士分析，由于最近处于滑雪

游启动期，当前推出的滑雪产品性价比

很高，建议游客在年底前出行。

以自驾的方式玩冰雪，在冬季受到

越来越多旅游者青睐，今年不少旅游平

台增加了大量首次体验租车自驾游的用

户。“国内租车自驾游人气榜（11月）”
显示，三亚、成都、上海、昆明、重庆、北京
等成为人气较高的租车城市。

提前在网上预订景区门票，已经成
为国内旅游的习惯。“国内景区门票人气

榜（11月）”显示，最近主题乐园、温泉、

滑雪景区门票销售火爆。其中人气领先

的景区主要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灵山

大佛、重庆欢乐谷、瘦西湖等。温泉景区
门票预订量大幅上升，人气领先的有珠
海御温泉、溧阳天目湖御水温泉等。

“冬季旅游度假人气榜”发布

主题乐园、温泉等景区受热捧
电影小镇冬季“戏精”穿越大会周六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
记者昨日从建业·华谊兄弟电
影小镇了解到，本周六，一年
一度的电影小镇冬季“戏精”
穿越大会即将启动。届时，送
门票、送换装、免费提供热饮
等系列文旅惠民活动将陆续
推出，俊男靓女们披斗篷，着
古妆，跳暖身热舞的场景将成
为冬日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据了解，冬季“戏精”穿越

大会是电影小镇一年一度的
大型“暖冬”穿越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电影小镇每天会为
游客免费提供 1000套各式各
样的棉斗篷，以满足游客体验
穿越感需要。届时，游客可身
披斗篷，手持宝剑，体验一把
闯荡太极江湖的侠客人生，瞬
间穿越历史时空 。

据统计，自 2019 年 9 月
21日开业以来，在经历了疫情

防控期间63天闭园情况下，电
影小镇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
270余万人次，辐射带动效应
逐步显现。

另据悉，由省委宣传部等
主办的“这就是河南”主题活动
将于近期启动。作为承办单位
之一，电影小镇将在 11 月 29
日举办“这就是河南”文创展及
中原非遗展演等活动，进一步
丰富游客的文化旅游体验。

身披斗篷的俊男靓女们正在进行彩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