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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布了 2021年度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和
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我省分别有 6家和
10家机构入选，其中郑州高新区

各占一席。
在公布的 168家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
中，郑州高新区的融易众创创业
创新基地上榜。工业和信息化部
要求，示范基地要不断优化中小

企业创业创新环境，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创新服务和运营模式，主
动开展公益性服务，发挥好示范
带动作用，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基地内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共 292个，郑州
高新区入选的 1家是河南金源创
业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要求，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要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

组织带动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
及时反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
困难问题及政策建议，在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力制
造业做实做强做优等方面发挥
好支撑作用。 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两家机构入选
“国字号”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

本报讯 12月 6日，郑州市
质量大会召开，对全市生产质量
管理先进单位进行表彰。会上，
高新区企业汉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获“河南省 2018-2019
年度省长质量奖”。

汉威科技集团作为一家集
团化运营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
持续围绕“统分结合、控放有度、
权责清晰、规范科学、灵活高效”
的总目标，以“大胆变革、严格管
理”为基调，以多元认证体系为

保障，以设计质量为焦点，以信
息技术为依托，以自动检测为方
向，以绩效考核为评定，以客户
满意为宗旨，推行多措并举的质
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子公司集
团化管控成效。

同时，汉威科技集团基于自
身对集团化、智慧化、数字化的
理解，借助卓越绩效、ISO9001
等管理体系，通过自下而上统筹
推进的方法，对质量管理体系进
行了改造和重构，逐步探索出

“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模
式，即以数字化改造为主线，通
过“研发+采购+生产+服务”的
全流程打通，实现产品设计的数
字化、生产过程控制自动化、制
造装备的智能化、咨询服务的网
络化、营销推广的线上化，从而
达到质量管理的系统化要求，实
现从产品制造向“智造”的转变，
加快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
造转型。

汉威科技集团将发挥标杆

示范作用，以“为万物赋灵，让生
产和生活不断涌现新价值”为使
命，以“成为以传感器为核心的
物联网解决方案引领者”为愿
景，持续强化质量意识，不断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技术创
新，摸索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路
子，以实现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继续为加快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贡献力量。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雅琳

本报讯 12月 7日 12时，作
为河南首个文化数字艺术品，由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
郑州歌舞剧院联合推出、全新亮
相的《唐宫夜宴》数字藏品成功
上线。3款 2D版共 24000份，仅
仅 15秒便全部售罄。14时上线
的3D版10000份，5秒售罄。

据悉，《唐宫夜宴》数字藏品由
唐宫夜宴文创生态链设计团队荣
誉出品。这支来自华冠文化的文
创精英团队，先期打造出“唐宫小
姐姐”首套表情包和“唐媚儿”盲盒
系列产品，让《唐宫夜宴》舞蹈得到
活态传承，并借助移动互联网力量

得到更好更广地传播。
据业内人士介绍，数字藏

品，又可称为 NFT，全称“Non-
FungibleToken”，译为“非同质化
数字权益证明”。每个NFT都映
射着特定区块链上的唯一序列
号，不可篡改、不可分割，也不能
互相替代。这些特质使NFT能够
作为数字艺术品的绝佳载体，每
一个NFT都代表特定数字艺术品
或其限量发售的单个复制品，记
录着其不可篡改的链上权利。《唐
宫夜宴》作为传统文化时代表达
的现象级 IP，推动了社会大众对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基于

该 IP开发的四款数字藏品“唐俑
初醒”“蝶恋山水”“乐舞唐宫”和
“霓裳羽衣”，不仅创意独特，更通
过精美的画面和创新形式展现了
传统文化之美。由于数字藏品依
托区块链技术，每一个《唐宫夜
宴》数字藏品具有唯一数字序列
号，从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抢购。

据了解，本次推出的《唐宫
夜宴》数字藏品，在我省传统文
化 IP 化转换应用方面尚属首
例。目前，数字文创成为文化产
业建设过程中具有前沿时尚的
一个分支方向，《唐宫夜宴》率先
在我省迈出第一步，是文化与科

技融合的一个成功案例。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闫晓鸽 文/图

本报讯 12月 10日，高新区
行知小学的师生们迎来一场别
开生面的野生动物科普讲座。
这是郑州高新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活动的其中一项内容。当天，丰
富多彩的野生动物保护讲座在
校园中受到师生们的热捧。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学
生保护动物的意识，维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物安全，特别是河南省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负责
人、高级工程师邓大军的野生动

物保护科普知识讲座，以精美的
图册和详实的资料，为学生师生
打开了一扇了解野生动物和保
护生态环境的窗口，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带到校园，
激发了孩子们保护野生动物和
生态环境的热情，把“保护野生
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理念
根植师生们的“心田”。

高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冯振海、高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
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吴即发参
加活动。“以前孩子们多是在书

里看到野生动物的图片，今天通
过讲座，让师生对野生动物的多
样性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感
受。”行知小学副校长濮亚伟说，

今后学校将更多组织师生关注
和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第一书记风采

高新区驻石佛办事处
南流村第一书记唐现永
党建引领
践行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2019年 7月，唐现
永担任郑州高新区驻石佛办事
处南流村第一书记，坚持党建
引领，致力改善人居环境，践行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工作
理念。

2021年是高新区新型城镇
化重点工作专项攻坚年，针对怡
晨路等6条断头路和300余户土
地征迁遗留问题，唐现永带领 2
支攻坚队伍，进家入户，积极宣
传国家土地征迁政策，找准问题
症结，逐项解决。经过3个月的
攻坚克难，7月初，完成断头路
工作的“三通一平”和土地征迁
工作。

为解决陇海铁路、引黄入郑
干渠乱倒垃圾、易燃物随意堆
放、畜禽养殖等环境卫生治理的
难点和痛点，唐现永结合工作实
际，建立起“党建引领、多方参
与、居民自治”的管理模式，组建
志愿服务队，带领“两委”人员清
除卫生死角，极大地改善了南流
村辖区环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
好评。

在今年的 7·20暴雨中，他
始终坚守在抗洪救灾第一线，
带领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防
汛抢险突击队，冒着倾盆大
雨，疏挖泄洪沟渠、凿开阻泄
的围墙，保障了安置区百余人
的平安。暴雨稍歇，他又带领
党员干部在老年安置区、南流
小区、辖区厂院，田间村民住
所巡查排险，保障了南流小区
3000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完成安全事故“零发生”的任
务目标。他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一名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
坚定信念与责任担当。

“疫不容辞，刻不容缓”，为
全面、有序做好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织密健康防疫网，唐现永
立即组建“红马甲”党员志愿服
务队，在接种点设立服务中心，
为接种人员提供防护设备、救
急服务，确保疫苗接种工作安
全有序。 记者 孙庆辉

■喜讯

本报讯 12月 7日，河南省
科学技术厅发布公示，按照
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开展
2021年度众创空间国家备案

工 作 的 通 知》（国 科 火 字
〔2021〕164 号）要求，依据专
家会议评审和现场考察意
见，2021 年度拟向科技部火

炬中心推荐河南省国家众创
空间 20家，并予以公示，公示
期 5 天（2021 年 12 月 7 日 ~11
日）。其中，郑州高新区有郑

大云创众创空间、猪八戒网
河南总部园区、云投小镇众
创空间 3家上榜。
记者 孙庆辉

郑州高新区3家众创空间拟推荐升格为国家级

以品质开启高质量发展之路 汉威荣获“省长质量奖”

河南首个文化数字艺术品上线 15秒售罄！

野生动物保护科普进校园
林业部门在高新区行知小学的宣传叫好又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