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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 让郑州有颜值有气质有内涵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郑州高
新区的河南明晟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看到 12 万平方米的工厂
内，3辆AGV小车（无人搬运车）
在仓库和生产线间来回穿梭，精
准运送铝卷。据了解，在这里，上
千种客户定制的铝板和上万吨铝
卷，可实现自动计算与传递……
这是工厂智能化的一个缩影。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是企业提质增效、抢占发展制高
点的关键之举，也是推进制造业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不久前，明晟新材铝板
带箔智能工厂成功入选 2022 年
河南省智能车间智能工厂，通过
实现信息系统与工艺、设备装备、
物联网一卡通系统的紧密集成，
进一步释放企业自身产能，实现
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今年来，面对铝价波动剧烈
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而至不利局
面，公司锚定了‘高端制造+低碳经
济’的双驱动战略，深入推进‘十大
战略’，以‘智’提‘质’，驶入发展

‘快车道’。”公司项目负责人许园
周告诉记者，2022年公司上半年

完成产值47.75亿元，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2.45亿元，出口7.2亿元。

“数”“智”赋能
实现“弯道超车”
说起明晟科技，就不得不提

起它的“东家”——河南明泰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最大的板带箔生产

企业之一，明泰铝业创造了中国

民营企业干铝板带之先河，20年

来，公司紧跟市场动向，推进产品

更新换代，应用领域也由传统市

场中的五金铝制品、耐用消费品、

建筑装饰、热传输、包装行业逐步

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交通运输、航

空航天等领域。

2019 年 11 月，明泰铝业为

了开发高附加值业务，出资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河南明晟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铝板带箔、

合金板、舰舶板、超硬材料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年产 50万吨超

硬 3C材料、军工、航空航天及汽

车用铝生产项目。

“公司在成立之初就融入智

能化、数字化理念，在设备自动
化、管理信息化、经营数据化做了
充分的部署，在生产方面引入智
能仓储物流系统，整合高架仓库
一 体 系 统、巷 道 堆 垛 机 系 统、
AGV车间物流系统、产品运输系
统、无人天车系统、计算机管理系
统，在降低人员操作要求的同时，
大大提升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
许园周表示，该系统的投入使用，
还填补我国高架库、高速子母车
等多项重型设备市场的空白。

汇聚众智众力，全新的发展活
力也衍生着更多的发展动能。在
新产品的设计、研发中，企业结合
自身特点定制实施育鹰计划，通过
培养引进，形成了结构较为合理的
专业技术团队，拥有了多名带头创
新能力较强的高级技术人才。

有了人才的支撑，企业也加大
科研立项、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投入
力度，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1723
万余元，今年预算研发投入3.2亿
元。通过自主研发和产学研深入融
合，公司开展了24个新产品、新工
艺的研发项目，已获得授权专利32
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下转二版）

13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我省明年起全面
实施“交房即交证”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王星）昨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
获悉，省自然资源厅、省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近日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的实施意见》，自 2023年 1月 1
日起，河南省全面实施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交房即交证”。

《意见》提出，积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监管和企业主责、购房
人配合的责任体系，严格按照商品房预售、竣工验收、交房交证 3
个阶段实施，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 60个工作日内，由房地
产开发企业组织交房，交房前 20个工作日内完成首次登记，不动
产登记机构依申请在1个工作日内为购房人办理转移登记。

《意见》要求，要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综合服务窗口建设，推进不动产登记、税费征缴、房屋交易

“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构建信息共享、联合审批机制，推动水、
电、气、热、广电、通信等相关公共服务开户业务联动办理。要
深化信息共享应用。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土地出让合同、规划
许可、预售许可、房屋交易合同、抵押合同、完税凭证等与不动
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推广证书邮递服务或颁发不动产登记
电子证书、电子证明，支撑房地产开发项目报建、审批、竣工验
收、测绘成果审核、交易、登记成果全流程信息共享。

要建立服务项目清单通报制度。及时通报“交房即交证”服务
项目清单，并依据清单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有关的审批、证照
等手续，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完善信用监管机
制。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联合惩戒机制，
健全不动产登记和房地产领域信用记录，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合同义务履行等情况纳入房地产市场监管和诚信管理
范围，统一记入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不诚信房地产开发企业
的限制清单，加强信用惩戒约束力度。要加强全过程监管。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强对建设用地、建设工
程规划批后、商品房预售、房屋交易等工作的监管，建立房地产市
场领域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领域违法违
规行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行为规范化。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政府新闻办
昨日召开“河南省加快物流强省建设”新闻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省物流业发展情况
和“十四五”现代物流强省建设重要举措。
会上发布了我省建设现代物流强省的总体
目标：力争到 2025 年，物流业成长为万亿
级产业，形成“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
流运行体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举足轻重
的现代化、国际化、世界级物流枢纽基地。

四个显著提升撑起
河南物流大省地位

会上透露，近年来，我省加强战略谋
划，完善设施布局，扩大开放合作，强化创
新驱动，推动物流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物流大省地位基本确立。

主要体现在“四个显著提升”：规模效
益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省社会物

流 总 额 、物 流 业 总 收 入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8.2%、9%，高于全国 2.5 个和 0.8 个百分
点。2021 年物流总额突破 17 万亿元、总
收入超 7400 亿元，均居中部六省首位。
辐射能级显著提升，以“四条丝路”为引领
的国际物流中心建设成效显著，郑州机场
年货邮吞吐量突破 70 万吨、跻身全球前
40 强，中欧班列“十三五”以来累计开行
6136 班、年均增长 36.6%，跨境电商年交
易额突破 2000亿元、业务辐射近 200个国
家和地区，内河集装箱运输实现零的突
破，周口港开通至美国洛杉矶长滩港的国
际集装箱航线，通江达海能力大幅提升。
设施网络显著提升，郑州空港型等 10 个
物流枢纽获批国家级物流枢纽，洛阳等 5
市成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承载城市，
成功创建 6个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数量
均居全国前列。拥有内陆地区功能最全、

种类最多的口岸设施集群，快递网点实现
乡镇全覆盖，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营
业里程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 12.6%、
25.2%。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完成国
家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在全
国率先推行信用承诺高速预约通行、利用
大数据挖掘技术发布“物流复工指数”，涌
现出UU跑腿、大易科技等一批即时物流、
网络货运新兴领域全国领军型本土企业，
我省物流费占比 9 年连降至 13.4%、低于
国家 1.2个百分点。

建设现代物流强省
重点实施“四新”建设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印发《“十四五”现
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加快现代物流强省建
设的若干意见》《支持现代物流强省建设的
若干政策》，明确了建设现代物流强省的总

体目标：力争到 2025 年，我省物流业成长
为万亿级产业，形成“通道+枢纽+网络”的
现代物流运行体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举
足轻重的现代化、国际化、世界级物流枢纽
基地。在具体路径上，将突出推进“四新”
建设，即构建物流网络新体系，培育专业物
流新优势，增强内生发展新动力，强化物流
发展新保障。

“十四五”末郑州机场
国际货运航线达50条

会上透露，在构建物流网络新体系方
面，我省将加快建设完善集“空铁公水”为
一体的立体物流通道系统，力争“十四五”
末郑州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达到 50条，全省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
道里程分别达到 10000公里、7600公里和
2000公里。 （下转二版）

河南将打造万亿级物流业
力争到2025年成为世界级物流枢纽基地

本报记者 李颖刘地

生活垃圾收运专项整治启动
为期3个月 目标：实现“五统一”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为
规范生活垃圾收运管理，进一步完善城市
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机制，根据市委、市政
府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推进会部署，昨
日，全市环卫系统启动生活垃圾收运管理
提升整治活动。

整治活动为期三个月，从8月 1日到 10
月底，通过宣传发动、集中整治和检查验
收，最终实现常态化管理，所有生活垃圾收
运车辆全部达到统一收运队伍、统一收运
车辆标识、统一车辆编号、统一车辆清洗频
次、统一纳入在线监控“五统一”要求。整
治内容包含完善收运机制、明确收运车辆
和垃圾收集容器整治标准、强化清洗要求
等，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收集车（二转车）、生

活垃圾运输车、餐厨（厨余）垃圾运输车、垃
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点等，重点解决生活
垃圾收运管理机制不健全、车辆标志不统
一、清洗不及时；生活垃圾收运车辆私拉乱
倒、密闭不严、乱停乱放、车体破旧、混收混
运；垃圾收集容器乱摆乱放、标识错误、箱
体脏污、破损等问题，最大限度地遏制生活
垃圾收运环节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助
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跃升新台阶。

通过此次专项集中整治，市区 4485台
生活垃圾收运车辆将全部达到“五统一”要
求，进一步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制，最
终达到“干净、密闭、有序、完好”标准，逐步
实现生活垃圾收运管理体制规范化、制度
化、智慧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王
治）8月 5日，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何雄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
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安排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一
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
文献。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刻认识“两个确
立”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
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新的飞跃，深刻认识坚持以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
深刻认识总书记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要求，深学精研细悟核心
要义、思想内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
运用伟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市
政府党组及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率先垂范带头学习，深入宣传、准确
解读重要理念、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铸
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条条落实、件件落
地、事事见效。

会议强调，要做好当前工作，奋战三
季度、决战下半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巩
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要全力跑出高质
量发展“加速度”，坚持创新引领、科技赋
能，统筹推进“万人助万企”“三个一批”
项目建设，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决守
牢安全发展底线，抓好抓实安全度汛、安
全生产、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着力保持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虎强、陈宏伟、潘开名、陈红民、王鸿勋
参加会议，史占勇、石秀田等作学习交流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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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弯道超车”明晟科技：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针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外交部宣布八条反制措施

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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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停路段停车189辆

鹤壁路是一条新修路，却成了“停车场”。记者昨日粗略数了一下，这条设
有禁停标识、长约200米的路上停了189辆车。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摄

市内九区小学
入学政策公布

保证2016年5月31日前出生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张勤）昨日，2022年郑州市内九

区小学招生报名工作方案公布。今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依然坚持
属地管理、免试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保证2016年5月31日前出生
的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报名设两种方式
今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报名分为线上报名和现场报名两种

形式，其中，线上报名时间为 8月 7日 8:00~8月 8日 24:00，现场
报名时间为8月 21日~8月 22日。

线上报名期间，具有郑州市区常住户口且父母在郑州市区有
房产的适龄儿童以及父母一方持有郑州市区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可登录郑好办APP“教育一件事”，通过确认户籍、房
产、居住证等信息，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

未进行线上报名以及线上报名不成功或线上报名审核未通过
的适龄儿童，需进行现场报名。线上报名成功的适龄儿童，不再参
加现场报名。

此外，民办小学采用现场报名方式，报名时间为8月 7日~8月
8日。

需提前准备所需证件
按照规定，具有郑州市区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报名时，须提

供户口簿、父母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到规定学校履行报名手续。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须持郑州市居住证、父母一方与

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父母
身份证，到实际居住地所在区教育局指定的报名点报名，经审查同
意，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

各区开通咨询热线
为了方便居民咨询，省会两级教育部门分别开通了热线

电 话 服 务 市 民 。 具 体 包 括 ：中 原 区 教 育 局 ：67639434，
67682520，67120289；二 七 区 教 育 局 ：61177731，61177733，
61177705；金 水 区 教 育 局 ：53388169，60116609，60116606；
管城回族区教育局：66393909，86560173，86560165；惠济区
教育局：63639270，61170336，63291676；郑东新区教育文化
体育局：61830037，61830006，61830008；（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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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24小时》报道郑州女孩
捐献器官让5名患者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