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11个月郑州机场
国际地区货运量和全货
机航班量均居全国第 5
位；累计增速 21.8%，在
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
1位。其中11月郑州机
场单月完成的货邮吞吐
量达到 7.38万吨，创历
史新高。预计全年货邮
吞吐量将超过6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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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国旗下半旗。

3000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
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
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
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2020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谷长宝 施
书芳 文/图）郑州航空枢纽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实现一大跨越。13日 13 时，随着一
架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 7L076 航
班从郑州机场 1号跑道满载飞往阿塞拜疆
首都巴库，至此，郑州机场 2020年累计货
邮吞吐量首次突破 60万吨，与此同时，年
客运规模达到2000万人次，标志着郑州航
空枢纽建设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货邮吞
吐量将超过 63 万吨，旅客吞吐量将超过
2150 万人次，在全国 240个机场中，货运
规模全国排名由第 7位提升至第 6位，入
列全国六强；客运规模全国排名由第12位
提升至第11位。

货运方面，2020年前 11个月，郑州机
场国际地区货运量和全货机航班量均居全
国第 5位；累计增速 21.8%，在全国主要机
场中位居第 1位。其中今年 11月，郑州机
场单月完成的货邮吞吐量达到 7.38万吨，
创历史新高。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货
运航空公司 31家，开通货运航线 51条，货
机通航城市63个，全球影响力持续加强。

客运方面，目前，郑州机场日客运规模
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恢复速度在全国
大型机场中位居前 3名，恢复速度高出全
行业10个以上百分点，继续保持中部机场
领先优势。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客运航
空公司 54家，开通客运航线 194条（其中

国际和地区 27条），通航城市 130个（其中
国际和地区24个）。

据河南省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郑州机场年货邮吞吐量首次突破60万
吨，是自 2017年突破 50万吨之后的又一
次飞跃，对于一个地处内陆的机场来说，郑
州机场两次飞跃来之不易，绝非偶然。仅
今年前 11个月，郑州机场就新引进了 8家
货运航空公司，新开通 17条货运航线，新
增21个通航城市，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运
航线网络，郑州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货运
航线网络越织越密、越飞越广。截至目前，
郑州机场为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运输防疫
物资 5万吨以上，国际航空物流大通道作
用发挥突出，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做
出了积极贡献，促使河南更好地融入了全
球经济循环。

客运方面，得益于国家对疫情采取果
断有力的管控措施，今年郑州机场新增了
24个国内通航点，开通郑州至赫尔辛基定
期客运航线，新增郑州至金边、马尼拉等亚
洲定期客运航线。下一步，河南省机场集
团将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迅速找到自身
定位，充分发掘枢纽优势，吸引更多航空公
司、物流集成商等落地郑州，为河南更好地
融入“一带一路”，带动河南乃至中国对外
开放提供航空物流通道支撑。

2015 年，一群“身怀绝技”的年轻
人，在80后博士姚栋嘉的召集下聚合在
了一起，成立了泛锐熠辉公司。

5年时间，博士军团不断扩大，研制出
的新产品不断刷新纪录，成为行业翘楚。

在巩义市科技创新中心一楼的泛
锐熠辉展示大厅，姚栋嘉向记者展示这
几年他们开发出的产品：“这是我们研
制的电动车阻燃隔热层，在要求 600℃
的时候有 3家企业能和我们竞争，现在
要求已经提高到1100℃了，就只剩我们
一家可以达到要求……”“这种是飞机
用的，这种是深海用的，可以承受马里
亚纳海沟底部的严酷环境，还有这些，
是军工产品……”

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公司的博
士军团密不可分。

2015 年，32 岁的姚栋嘉回到家乡
巩义，在5名博士同学的大力支持下，成
立了泛锐熠辉公司。

创业初期，公司就定下了“断其粮
草、绝其后路”的人才引进和使用规
划。如今，一同创业的博士同学全部从
兼职、半兼职转为了全职，人数也从最
初的5名发展为今天的14名。

为什么要“断其粮草、绝其后路”？姚
栋嘉这样解释，只有全心全意地投入一项
工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就，断其粮草、绝
其后路，是因为这里提供了更好的粮草，更
多的后路，而且正在建立一个更大的平台。

基于此人才理念，公司先后建设了
“河南省轻质高强复合材料研究中心”
和“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等省级科研
平台，让科技人员在企业也能有如同高
校、研究所一样的研发平台，同时鼓励
科技人才参与职称评定，并与工资薪酬
挂钩，目前公司有高级工程师5人，中级
工程师30余人，使人才具有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同等的职称体系，提高人才的社会认同感。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源头和人才优
势，泛锐熠辉与国内知名科研机构、院校开展长期合作。
2016年以来，公司与中国石油大学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并和
西北工业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长安大学等开展多种形
式的产学研合作，（下转二版）

大型系列报道

昨日，新建新郑机场至郑州
南站城际铁路正式售票。9时 21
分，首趟从新郑机场站出发的
G9199 次列车驶向郑州南站方
向，标志着郑渝、郑阜、郑太高铁
实现与新郑机场站无缝衔接，可
满足沿线市县旅客“空铁零换乘”
出行需求。

机南城际铁路连接郑州新郑
机场与郑州南站，是郑州至新郑
机场城际铁路的延长线，线路向
东穿越南水北调工程后，向南引
入新建的郑州南站。

据介绍，机南城际铁路的开
通，标志着河南“米”字形高铁西
北方向与西南、东南两个方向顺

利打通，进一步扩大了沿线南阳、
平顶山、禹州、周口、西华、鄢陵、
许昌、长治、高平、晋城、焦作、武
陟等地市旅客高铁出行圈，实现
了沿线旅客“空铁联乘”的出行新
模式。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汪永森 摄影报道

本周遭遇冷空气
寒日萧萧上琐窗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新的一周，冷空气来袭！记者昨
日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由
于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周内气温维持在较低水平，尤其是
周一至周三，温度较前期下降 6℃～8℃。周内最低气
温-5℃～-1℃，最高气温 2℃～10℃。周内及昼夜温差较
大，需注意防寒保暖。

本周7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情况为：12月 14日(星期
一)多云间晴天，-5℃～2℃；12 月 15 日 (星期二)晴天间多
云，-5℃～5℃；12月 16日(星期三)多云，-5℃～5℃；12月
17日(星期四)多云间阴天，-2℃～6℃；12月 18日(星期五)多
云，-1℃～7℃；12月 19日(星期六)多云间晴天，-3℃～7℃；
12月 20日(星期日)晴天间多云，偏西风4级，-1℃～10℃。

地铁4号线工程最优成绩过“终考”
月底开通进入倒计时

本报讯（记者 张倩）12日，记者
从郑州地铁集团获悉，郑州市轨道交
通4号线以最高标准通过初期运营前
安全评估，完成了线路开通前最重要
的检验，向年底前开通迈出关键一步。

本次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会受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由来自上
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上海上交
协轨道交通咨询的 17 名专家组成
专家组具体开展。

评估期间，专家组先后听取了

工程建设情况、运营筹备情况以及4
号线沿线公交接驳方案介绍。随
后，专家组分为总体组、土建组、设
备一组、设备二组、初期运营准备组
等 5个小组进行现场评估，重点对 4
号线工程的车站、运营关键场所、控
制中心等点位进行了细致检查。

经过为期 4 天的检查、专家讨
论，最终，专家组一致认为 4号线工
程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准备充
分，各项资料齐全，具备开通初期运

营条件的行业内最高标准评价。
郑州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成为

郑州地铁第6条（含延伸线）以行业专
家评价最高标准通过安全评估的线
路，标志着4号线工程顺利通过开通
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正式进入开通
初期运营倒计时。

下一步，郑州地铁将根据专家
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优化，确保 4
号线如期开通初期运营，加快建设

“轨道上的都市”。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记
者 12月 13日从市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
了解到，为给广大市民、企业团体提供更好
的服务，经过近一年的准备筹划，市政府办
公厅推出了新版郑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目前已正式上线试运行。

提升网站各板块功能
信息公开多维度呈现

新改版的郑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有
哪些亮点特色，能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方便
的服务？据了解，新版市政府门户网站进
行了网络协议技术升级，同时支持 IPv4和
IPv6网络协议访问；对移动访问做了专门
优化，所有栏目页面、各功能模块都能自动
适用智能手机浏览，用户动动手指就能查
到想了解的政策信息。

同时，新版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发布不
仅局限于固定栏目，还根据政府工作要点，
社会关切热点，及时建设专题专栏，集中发
布政策文件、解读指引、工作动态。

多视角多维度的信息公开。新版政
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版块设置了全新的

“主动公开目录”，同时保留原有“主题分
类信息公开目录”，并能按照“决策、执行、
管理、服务、结果”的方式分类展示政府信
息。不仅如此，网站还设置了“重点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根据当年的政务公
开工作要点、热点，展示重点信息，包括

“三大攻坚战”“深化‘放管服’改革”“社会
公益事业建设领域”“重点民生领域”“公
共资源配置”等。以上各种信息公开方
式，都是利用数据复用技术多维度呈现，
让市民、企业能以不同的理解方式获取政
府政策信息。 （下转二版）

年度货邮吞吐量首次突破60万吨 “空中丝路”越织越密越飞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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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出行新模式 “空铁联乘一条龙”

机南城铁开出首班车

莲河岸边“和”生活
河清景美幸福多

——新郑市和庄镇以环境改善实现政通
人和

郑州机场日客运规模已
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恢复速
度在全国大型机场中位居前
3名，高出全行业 10个以上
百分点，继续保持中部机场领
先优势。目前在郑州机场运
营的客运航空公司 54家，开
通客运航线194条，通航城市
130个。预计全年旅客吞吐
量将超过2150万人次

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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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省物流业
发展稳中向好稳中有进

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发改委日前发布前三季度我省物流业
运行情况分析。前三季度，全省物流市场供需关系持续改善，物流
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物流业呈现出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全省社会物流总额为 11479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
长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

物流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前三季度全省物流业实现总收入
5006亿元，增长 2.5%。全省共有A级以上物流企业 191家，同比
新增 21家。物流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前三季度全省社会物流总
费用为5606.9亿元，增长2.8%。

特色物流迅速发展。前三季度，河南单一窗口平台跨境电商申
报达10070万单、货值达8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7%、98.0%，业
务总量比2019年全年多2676万单，创下历年同期业务量新高。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0.44亿件，增长43.11%；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171.31亿元，增长31.67%。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2.28
亿件，增长21.44%；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8亿件，增长46.78%；国
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0.16亿件，同比增长12.61%。

物流行业运行稳中向好。从年内数据来看，1~5月份，物流业
景气指数低于去年同期，6月份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7~9月份，景
气指数增长加快，高于去年同期，显示出随着经济运行逐渐加快，
物流业需求持续扩张、发展稳中向好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