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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6+1 实施意见”激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动能

郑州明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目标

2025 年核心产业规模要达到 1000 亿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徐刚领） 昨日上午，郑州市
召开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等 7 个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解
读《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 6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简称“6+1 实施意见”
），聚
焦行业发展“难点”
“痛点”
“堵点”，
激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为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筑牢扛稳工
业经济“压舱石”责任。
本次集中发布的“6+1 实施意
见”
涵盖高端装备产业、
生物医药产
业、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节
能环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材料产业等 6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进一步
明确了七大产业发展方向、工作重
点和政策措施，合计制定政策 88
条，
支持力度大、
惠企干货多。
根据各自行业发展的特点，
“6+1 实施意见”分别制定了任务
目标、推进措施和支持政策。除行

业特有政策外，6 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政策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升
企业宣传影响力、加紧人才培育和
引进、加大新建项目补贴力度等方
面加码加力，并由市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实施，
明确行业发展责任，高效落实政策
奖补。
同时，
“6+1 实施意见”为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划定了目
标和方向。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
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核心产
业规模要达到 1000 亿，并从网络安
全、智慧交通、智能传感、人工智
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 11 个重点
领域入手，推出 15 条扶持政策，全
面提升我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发展水平。

我市重点支持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研发新车列入推荐目录
最高补贴 300 万元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徐刚领） 昨日，记者从郑州
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郑州市加快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等 7 个
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汽车
及装备制造产业是郑州市确定的
战略支撑产业之一，未来将进一步
对引领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能源及
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进行重点
支持。
郑州市大力发展新能源及智
能网联汽车，主要从推进整车制造
高端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
力、提升汽车配套服务能力三个大
的方面入手，明确了创新引领、平
台建设、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多场
景示范运营、优先支持土地供应等
11 个方面、17 条具体政策，尤其在
企业创新方面，通过以下 3 个具体
措施进行支持。
创新能力建设补贴 鼓励企业
开展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关键
技术、集成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
对于已完成产业化的重点研发项
目给予补贴，对列入国家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重点项目的，按照国家补
助标准给予 1∶1 配套支持。
新品研发补贴 对生产企业新
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推荐车型目录》的单一新车型，每
款车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
一企业补贴不超过 300 万元。新能

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新品上市一年
内销量超过 1000 台，按照销售收入
的 5%给予研发补贴。
新品上市奖励 新品获得国家
工信部公告之日一年内，乘用车单
车新品市场销售 2 万台或销售收入
达到 15 亿元以上，按照销售收入的
1%给予奖励；商用车同一能源类型
市场销量超过 2000 台或销售收入
达到 5 亿以上，按照销售收入的 2%
给予奖励。
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主要是
结合郑州目前产业发展的实际、特
点、趋势，通过鼓励创新、产销协
同、示范应用、合作发展等进行支
持：鼓励产业链前端的创新研发方
面，对企业研发的新产品销售额首
次超过 2 亿元的按 3%给予奖励；鼓
励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方面，对企业
承担重大专项给予 1∶0.5 的配套支
持、对新建项目按投资额的 12%给
予奖励；鼓励应用端的示范推广方
面，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给予

奖励并推广应用；鼓励合作交流方
面，对举办有行业影响力交流活动
的 企 业 按 投 入 给 予 20% 的 补 助 。
以此，通过产业政策具体条款以小
带大的撬动作用，拉动产业进一步
补短板、强链条发展，与以往政策
相比，总体上更加侧重于培育和健
全产业链。

关于对登封市少阳河（少林水库 - 环山旅游公
路段）河道工程涉及剥离物协议出让的公告
登封市少阳河（少林水库 - 环山旅游
公路段）河道工程紧邻嵩山景区，隶属于
登封市少林街道办事处， 距少林寺 6km，
距老城区 1.5km，交通非常便利。 该项目
涉及剥离石料总量约 6.64 万吨， 剥离石
料评估单价为 5.6 元 / 吨，采用协议方式
处置，出让价格定于 37.1840 万元。
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18537109393
地址：登封市卢店镇建设路 13 号
登封市自然资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22 日

以案说法

信用卡欠款 35 万元
被银行告上法庭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鲁维佳 张晓静）
“刷卡一时爽”，但部分信用卡持卡
人逾期还款所引发的纠纷也有所增
长。6 月 21 日，惠济区法院就执结
一起信用卡纠纷案，经过法官耐心
释法明理，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银
行收到30万余元的执行款。
案情：4 年多刷卡 30 多万元
还不上被强制执行
2017 年 5 月，常某向某银行申
请办理信用卡一张，截至 2021 年
10 月，常某共欠某银行本金、利息
等共 35 万余元。某银行多次催要
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常某使用涉
案信用卡透支消费后，没有按合同
约定向某银行及时归还本息，其行
为构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某银行要求常某
偿还本息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判令常某偿还某银行本金、利息等
共计 35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常某未能履行，
某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常某则
以手中没钱等为由百般推脱，承办
法官经查询，
发现常某在一银行有数
万元存款，
遂对该账户进行了冻结、
划扣，
并继续与常某沟通、
释法明理，
最终促使常某与某银行达成和解协
议，常某一次性向某银行偿还 30 万
元，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说法：
持卡人不要冲动消费透支信用
承办法官表示，信用卡持卡人
盲目消费，有可能“透支”自己的信
用，造成债务危机，甚至因此触犯
法律。
持卡人应合理正确使用信用卡：
一要详细阅读银行的信用卡章程，
合
理使用信用卡，
妥善保管好密码，
要
清楚并知晓违约金、
罚息、
利息等费
用的计算方式，
不套现、
不把卡片出
借给他人，
保护好自己的
“征信”
。
二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量
力而行，对于接到银行的分期邀请
电话，要权衡利弊，根据自己的收
入情况作出决策，千万不要因为
“好面子”及一时冲动去购置自己
经济承受能力外的东西,以免逾期，
让“信用”
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