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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的，“小宇”驶了过来。
在郑州东区龙子湖智慧岛，由宇通公司

研发的 5G自动驾驶巴士“小宇”，每天要测
试200公里，1.53公里的开放式公交道路，就
是它的“跑马场”。

“萌萌哒”造型，只听名字，就让“小宇”
人缘十足，体验试乘的市民争先恐后。走进
车内，既没有驾驶舱，也没有方向盘，却隐藏
着一颗智慧的“大脑”。

智慧岛呈环形线路，途经7个路口，车辆
和行人来回穿梭，道路环境较为复杂。在划
定的智能驾驶专用公交车道上，这颗“大脑”
不仅能识别红绿灯、行人、障碍物，还能识别
紧急类车辆，并让“小宇”主动做出避让动作。

“5G无人驾驶其实比人还可靠，因为没
有怒路症。”宇通集团自动驾驶研发部技术
主管朱敏笑言。

“现在，每天有 4辆‘小宇’风雨无阻地
进行着测试，每台车充电一次能跑 200公
里，累计里程达 1万公里后，就能试载客。
预计今年底即可投入运营。”朱敏介绍，未
来，自动驾驶技术将广泛应用于城市BRT、
景区、园区、高档社区、高铁、机场等领域。

聪明的车，智慧的路，是这里的真实写
照。郑州作为国家首批 5G示范城市之一，
智慧岛区域率先实现 5G信号全覆盖，其通
信低时延、高可靠、超高速、高容量的特性，
正让“数字”改变人们的生活。

继贵州之后，河南成为第二批获批的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郑东新区智慧岛作为核心
区，集科技研发、创新创业、人才集聚、金融服

务于一体，数字经济产业龙头地位愈发牢固。
2018年10月，首届数字经济峰会在智慧

岛举办。一时间，一大批数字经济最新技术产
品集体亮相，5G远程驾驶、8K裸眼3D展示、
5G远程触感反馈、AR全息通话、5G智能呼吸
机、远程B超和心电监护、AR安防、足球守门
机器人等互动体验系统，着实让人脑洞大开。

如今，40平方公里的智慧岛，陆续集聚
了华为、诺基亚、海康威视、甲骨文、南威、中
科院计算所等 122家大数据企业和知名研
究机构，数字经济能量密度之高，在中部地
区首屈一指。

发展迅猛源于定位清晰。郑东新区管
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智慧岛将着力发展大
数据基础硬件、基础软件、服务和安全产业，
推动大数据与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关联产业的融合创新与发展，面向农业、医
疗、文化、金融、交通物流、教育、商业等行业
应用需求，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人才、资本、创新，发展要素缺一不可。
郑东新区确立了“智慧岛、基金岛、众创岛、
人才岛”四岛共建的产融生态圈概念，形成
大数据产业发展高地，为河南加快建设网络
经济强省提供支撑。

截至 2018年底，经过严格准入，151家
大数据企业通过评审落地智慧岛，注册资本
金近 19亿元，营收近 12亿元。预计到 2020
年，智慧岛将培育形成营业收入超亿元的骨
干企业 50家，集聚大数据相关产业企业超
过500家，大数据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
元。 张毅力 石国庆 王佩 霍亚平 文/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庆辉）近
日，河南省开发区中小企业特色载体升级
工作获得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1.35亿元。其中郑州高新区会同洛阳、新
乡、平顶山等共4家国家高新区2018年绩
效目标评价为A（优秀）等级，获得二批拨
款合计6000万元（各1500万元）。

据了解，2018年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
息化部、科技部联合出台实施了《关于支

持打造特色载体 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升级的实施方案》，支持优质实体经济开
发区打造专业资本集聚型、大中小企业融
通型、科技资源支撑型、高端人才引领型
等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特色载体，提高创
新创业资源融通效率和质量。我省共申
报成功7家开发区，其中郑州、安阳高新区
聚焦科技资源支撑，洛阳高新区、郑州航
空港区聚焦高端人才引领，平顶山高新

区、许昌经开区聚焦大中小企业融通，新
乡高新区聚焦专业资本集聚。

高新区2018年成功获批科技资源支
撑型特色载体后，当年获拨首笔打造特
色载体中央财政资金2500万元。2019年
5月，科技部在全国组织2018年度特色载
体绩效评价，郑州高新区特色双创载体
打造工作获评A级（优秀），今年顺利获
拨第二笔中央财政资金1500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薛璐 通讯
员 李绍光 朱海鑫）7月11日上午，郑州
施密特电梯科技产业园项目在新密市曲
梁产业聚集区奠基开工。该项目由河南
路港控股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8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电
梯智能制造中心、控制系统研发中心、电

梯物联网监控中心、国家级检测室
（CNAS）、4S客户体验中心及省部级电梯
技术培训考证中心等。建设10米/秒高速
梯测试电梯试验观光塔。项目建成后电
梯、扶梯年产量将达到20000台，年产值近
30亿元，可创利税近 3亿元，可带动周边
近300人就业。

该项目是“河南省2019年度重点建设
项目”“郑州市十大重点建设项目”。项目
的建设对于推动新密产业升级、打造智能
制造产业生态圈、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次中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
是新密市推行审批制度改革，试行“拿地即
开工”工作模式的首个开工项目。

郑东新区“智慧岛”：在这里遇见未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泰禾拾景园”小区项目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鸿宝

南路南、姚店堤西路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54313.53m2，
总建筑面积 148592.59m2。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
管理公司。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合法有效的
营业执照，项目经理具有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相关岗位
证书；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的单位不允许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
领取时间：2019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8 日。 三、投标资
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
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
叉口联合置业大厦 716 房间（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
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7889677

招标人：河南嘉智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2 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荥阳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
定对“金科·集美公馆建设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内容：“金科·集美公馆建设
项目”位于荥阳市站南路与荥泽大道交叉口东南侧；占地
面积 42423.0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7554.31 平方米；容积
率 2.89；绿化率 35.85%。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
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
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
时间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7
月 12 日 -2019 年 7 月 18 日。 2、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
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3、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荥阳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2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万科·美景魅力之城清澜园”项目位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通航路（郑港二路）以南、相州
街（郑港五街）以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49983.4m2，总
建筑面积 135534.91m2。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管
理公司。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好，且需通
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
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2019年 7月 12日 -2019年 7月 18日。三、投标
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
件获取办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政建设环
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
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55118888

招标人：郑州航空港区万科美景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2日

高新区特色双创载体获评优秀
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500万元

郑州施密特电梯科技产业园项目落户新密
建成后电梯、扶梯年产量将达2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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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基金多只绩优债基
值得关注

近年来，在再融资制度不断完善等
背景下，可转债发行量逐年创出新高，市
场规模持续扩容。业内人士指出，市场
规模不断增加，投资标的日益丰富，加之
此类品种“进可攻、退可守”的鲜明特点，
在当前震荡的市场环境下可转债的配
置价值已经显现，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募
基金布局可转债投资机会，建议关注建
信转债增强等绩优债基。据了解，除了
建信转债增强这只纯粹的可转债基金，
建信基金旗下另有多只积极布局可转
债的债基也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表现。

郑东新区今年投入
1000万购买社工服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阳 通
讯员 李莉）7月 11日，郑东新区 2019
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启动仪式暨 2018
年度社工行业评优评先表彰仪式举行。

2018年郑东新区首次通过公开招
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20个，社工
岗位10个，投入资金达622万元。在这
一年的工作中，整体服务人次高达 10
万，用丰富多样的服务活动展现东区社
工的专业价值，积极策划、定期组织各
种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展
示社会工作服务民生的职业形象和东
区社工的职业风采。

2019年郑东新区进一步加大对社
工服务购买的资金量，投入 1000万元
购买 28个综合型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社工督导培训项目、第三方评估项目和
15个社会工作岗位，服务范围和服务
领域显著增加，织密了郑东新区民生服
务网络。

昨日，人民网将目光聚焦郑东新区，以《郑东
新区“智慧岛”：在这里遇见未来》为题，报道了作
为国家首批5G示范城市之一的郑州，率先在郑东
新区智慧岛区域实现5G信号全覆盖，其通信低时
延、高可靠、超高速、高容量的特性，正让“数字”
改变人们的生活。本报今日予以编发。

扫二维码看新媒体报道

5G自动驾驶巴士行驶在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