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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提质中，新郑市融入文化元素，力求再现《诗经》中溱洧水景。图为新郑市内一处亲水公园。（资料图片）

新年头一天，家住新密市府西街的陈
天才老人起床下楼，沿山路漫步，一路拾
级而上，不一会儿，来到青屏山顶屏峰塔
下，驻足回望，山城全景尽收眼底。

山顶一条宽阔步道，两侧绿树成荫，
登山的市民随处可见。陈大爷惬意走过
步道下山，经过一处热闹的早市，早点、肉
食、水果、蔬菜一应俱全，老人顺便选了几
样。“早餐、午餐，一趟买齐，方便。”说话
间，老人已满载而归。

青屏山地处新密城区北部，每天有数
万人登山游乐。在百城提质建设中，新密
市根据三面环山的自然风貌，正逐步形成
城中有山、山中有城、错落有致、城山交融
的特色景观。不仅让当地人流连忘返，也
引来大批外地游客。

在登封市区大禹路上，今年 50岁的
生意人王树军一直对店门口这条路很关

注：“以前路况很不好，坑洼不平，过了桥
头再往东边去路况更差，容易出车祸，老
是让人提心吊胆。”

坑洼的路面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不
便，大禹路作为从市区去少林寺景区的重
要通道，也关乎着登封市的对外形象。随
着登封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强力推进，
路面一天天得到改善，王树军看在心里，
喜上眉梢：“路修好了，生意更好做了。”

“‘提质’就是为了让市民生活更方
便。”登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说，
道路平整了，管线入地了，供热、供气、供
水等管网辐射到位了，市民的生活质量自
然会大幅提升。

城 镇 化 的 快 速 发 展 ，伴 随 着“ 阵
痛”，伴随着“城市病”。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践行发展新理念，正用“提质”的良
方，治愈城市发展“顽疾”，打造宜业宜

居幸福之城。
新郑市新建路办事处副主任张海军

参与新郑老城区改造工作多年，当前负责
接旨胡同商业街项目，在他看来，文物保
护与城市建设并不矛盾。昨日，在工地上
临时板房办公室，他正在与山东一家专业
古建筑修复公司接洽，为的是一座明代牌
坊的复原。“接旨胡同商业街的创意来自
于明代的接旨亭，接旨亭的南边有一座古
牌坊，如今已经倒塌，我们计划在商业街
入口处原样复制这座牌坊，以此增加城市
文化底蕴。”

在城市提质中，新郑市高度重视文物
保护工作，力求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提质

“双赢”，让文物的保护与开发、建设有机
结合起来。不仅很好地实现了文物保护，
也为城市增添了文化品位。

河南工业大学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

任、哲学博士丁建波多年来一直从事城市
建设方面的研究。关于百城提质工作，他
认为，郑州市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但
还要不断走向深入。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我市百城提质
工程已完成投资 859.2 亿元，其中，已竣
工项目 212 个，完成投资 213.17 亿元；
在 建 项 目 636 个 ，完 成 投 资 646.03 亿
元。去年新开工项目共 66 个，总投资
52.73 亿元。

郑州市城镇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百
城建设提质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
程，当前，我市正在抓紧研究制定考核办
法，并与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办法相结
合。“我们将通过加大指导力度、搞好督
促检查、适时通报排名等多种形式，激励
先进，鞭策落后，加快推进百城建设提质
步伐。”

城市提质谋幸福宜业宜居乐陶陶
本报记者 张立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是我们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一条
重要经验，也是治党治国必须始终
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
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
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
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
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

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
覆性错误。”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立足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着
眼百年大党的使命担当，深入阐述
了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
一以贯之的重大问题，具体而深刻
地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
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深沉

的忧患意识，体现高远的战略视
野，为全党同志上了居安思危的重
要一课。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告
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多次用“木
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补齐短
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总书记的
这些告诫和警示，（下转三版）

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年底前全省实现
农村规划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为规范
乡村建设活动，加快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工作，省住建厅就加
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下发通知，要求 2018年底前全省要
基本实现农村规划全覆盖，2020年所有县（市）要完成县域乡村建
设规划编制。

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11月底，全省 82个县（市、区）编制了
县域乡村建设规划，19796个行政村编制了村庄规划，县域乡村建
设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率偏低。通知要求，2018年底前全省要基
本实现农村规划全覆盖，2020年所有县（市）要完成县域乡村建设
规划编制。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细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适用范围，明确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申领的条件、申请材料、审查程序、审批时限以及监
督管理等内容，并制作成通俗易懂的文字材料和流程图表，在办理场
所公布；加强对规划区内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对村庄宅基地的标
准、布局和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建筑风格等做出相应指导；规范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书的审批发放、档案管理、网上录入，建立定期上报
和督查制度等，以此全面做好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办理工作。

实施“明天计划”
救助困境儿童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福利机构的孤残儿童每年提供一次体
检；社会散居孤儿看病，自费部分超过 3000元要予以资助。1月 7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明天计划”救治工
作的通知》近日出台，为孤残儿童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据了解，民政部于 2004 年 5月启动“明天计划”，用福利彩票
募集的资金为具有手术适应证的残疾孤儿实施手术矫治和康复。
为贯彻落实有关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市“明天计划”工作稳妥、有序
开展，惠及更多孤残儿童，我市制定该《通知》。郑州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按照《通知》，我市的“明天计划”救助标准更高、范围
更广。

“明天计划”救治对象为18周岁以下的我市福利机构孤残儿童和
社会散居孤儿。福利机构儿童的救治范围为手术救治、医疗救治、康复
医疗、体检。社会散居孤儿的救治范围为具有手术适应证的病残儿童，
重点资助严重影响患儿基本生活且具有手术适应证预后良好的治疗，
对目前缺乏有效手段或预后较差的治疗要先进行专家评估。

按照《通知》，我市福利机构内孤残儿童资助费用结算为据实结
算。资助费用分为儿童体检费、住院治疗费、康复医疗费、营养服务
费4类。

社会散居孤儿资助费用为住院医疗费用减除各类医保报销、大
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慈善捐助等费用后，个人自负费用在3000元
以上的，给予资助；自付费用超过10万元的，要先在市“明天计划”办
公室备案，按个案单独申报。自付费用不足3000元的，不予资助。

同时，对于进入福利机构超过1年或社会散居孤儿1岁以上未参
加医保的，降低“明天计划”资助比例，部、省两级均负担费用的80%。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文 丁友明 图）酷
不酷？！近 1500 平方米地下停车场成功
变身郑州校园最大创客教育实验室，记者
昨天就来到实验室所在地——经开区锦
凤小学，亲身体验了一回创客风潮。

锦凤小学的创客教育实验室建筑面积
达到1488平方米，其中包括创客教室、竞赛
专用场地、创客图书馆、创客作品展示长廊，

实验室配备了包括机器人、无人机、机械结
构套装、开源电子套装、3D打印机、航模、海
模、建模、机床等国内主流创客教育装备。

“目前，我们拥有郑州规模最大、设施
最齐全的综合创客教育实验室，能够完全
满足学生多元发展的需要。”锦凤小学负责
人表示，希望孩子们探秘科学的梦想在这
里起航。

本周晴天唱主角
气温偏低勤加衣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上周遭遇两次降雪天气，本
周我市天气如何？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本
周我市无明显降雪天气，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

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周一到周三我市有一次较
强冷空气过程，将出现 4级左右西北风。周内最高温
度2℃到3℃左右，最低气温可达-10℃。

本周具体天气情况为：8日，多云转晴，气温 1℃
到-5℃，西北风 4~5级转 3~4级。9日，晴，气温 1℃
到-6℃。10 日，晴，气温 2℃到-9℃。11 日，晴，气
温 -1℃ 到 -10℃ 。 12 日 ，晴 转 多 云 ，气 温 -2℃
到-10℃。13日。晴，气温0℃到-9℃。

雪连下菜价上涨
粮肉蛋价格平稳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市物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获悉，上周我市粮油肉蛋价格平稳，受降雪影
响，蔬菜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上周百顺农贸市场特一粉（5公斤装）2.2 元/500
克，精制粉（5公斤装）2元/500克，百顺农贸市场普通
东北米 2.8元/500克，金龙鱼大豆油（非转基因）价格
为69.9元/5升，均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

猪肉价格稳定。1月 3日生猪出场价（中牟报价）
7.5 元/500 克，与前一周价格持平，比上月价格上涨
5.6%。农贸市场猪肉后腿肉主销价格 15元/500克，
精瘦肉主销价格 16 元/500 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
持平。

鸡蛋价格平稳。纬四路农贸市场鸡蛋平均价格
5元/500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期价
格上涨 25%。

这几天的大雪，使蔬菜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
中叶类蔬菜价格上涨明显。万邦蔬菜批发市场 1月 5
日报价显示，菠菜 3元/500克、大白菜 0.6元/500克、
黄瓜 2.8 元/500 克、菜花 1.5 元/500 克、生菜 3.25 元/
500 克 、油 菜 2.5 元/500 克 ，较 下 雪 前 分 别 上 涨
114.3%、100%、47.4%、42.9%、71.1%、92.9%。纬四
路农贸市场叶类蔬菜价格普遍上涨 25%至 70%。据
介绍，蔬菜价格上涨原因一是气温较低，叶类蔬菜的生
长和储存都受到很大影响；二是货源不足，本地蔬菜供
应少，外地蔬菜运输受天气影响较大。预计天气回暖
后，蔬菜价格会有所回落。

东站智能停车再升级
快速缴费只需两秒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刘健鹏）春运火车票已经全面开
售。昨日，记者从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了解到，为进一步
提升郑州东站南北区停车场服务品质，营造更加便捷、舒适的停车
出行环境，郑州交投停车服务有限公司携手支付宝推出停车智能化

“无感支付”功能。“无感支付”功能可通过支付宝自动扣款，2秒内即
可完成缴费，比传统人工收费方式节省约80%的时间。

据了解，使用支付宝“无感支付”功能，停车旅客只需提前在手
机支付宝 APP内绑定车辆信息，车辆进入停车场时车主手机即收
到提示并开始计费，车辆离场时手机发出提示并完成自动扣费。
整个进出场流程无须拿取现金、无须手机操作，场区停车系统仅仅
利用车牌信息就能完成费用核算、扣除、统计等工作，在降低人工
操作误差的同时，融合技术较为成熟的免密支付，与日常在支付宝
上定期缴纳水电气费原理一致，最大限度解决了车主对资金安全
问题的质疑。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郑州东站不断推进智慧停车建设进程，
除了传统的现金支付外，郑州东站南北区停车场陆续开通了银联闪
付、微信扫码支付、ETC等多种智能收费方式，极大缩短了车辆排队
缴费等候时间。

地下停车场变身
校园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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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老师在休息区读书小憩 实验室拥有机器人等主流创客教育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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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连续
两场大雪后，园博
园银装素裹，分外
美丽，漫步园博园，
别有一番动人处。

记者 马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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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建成一批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