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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郑州市德鑫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关于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国

函〔2010〕80号），目前，经开第八大街以东、经南二路以
南区域城市总体规划已经调整，经南二路急需开工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和郑征〔2001〕01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拟收回郑州市德鑫实业有限公司
位于经开第八大街东、经南二路南（土地证号：郑国用
〔2001〕字第0188号，坐落：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小
满路以东，用途：养殖），面积33009平方米的国有土地。

请郑州市德鑫实业有限公司于 60日内到郑州市国
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洽谈国有土地收回补偿等
相关事宜。

联系地址：经开第八大街与经南三路交叉口国龙商
务1309室，联系电话：66780992。

2018年6月12日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关于拟收回郑州市德鑫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土地的通知

《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地区榆林路、普惠路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由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编制完成，依据《城乡规划法》《行政许可法》《城
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河南省城市规划
公示制度》《郑东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该控规主要内容进行公示，详情
请登录郑东新区网站http://www.zhengdong.gov.cn
进行查询。

本公示期为 2018年 6月 13日至 2018年 7月 25日
（30个工作日）。

若有异议请于2018年7月25日17：00前将意见反
馈至郑州市城乡规划局郑东新区规划分局。

意见反馈电话：0371-67179875
咨询电话：0371-67179981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熊儿河路与才高街交叉

口东龙大厦1020室 邮政编码：450018
2018年6月13日

关于对《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地区榆林路、普
惠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

公示的公告

6 月 10 日，地铁 5 号线全线“洞
通”。最后出洞的盾构机是啥模样？
盾构施工都经过了哪些困难？昨日
上午，记者在市轨道公司相关人士带
领下，再次探访地铁5号线。

作为我市目前地铁线网规划中
唯一的环线，5号线沿途经过金水区、
郑东新区、经开区、管城区、二七区、
中原区，全是人口稠密地段。

5 号线最后一段完工的隧道位
于经三路至花园路之间，盾构机自
东向西推进。上午 10 时，记者赶到
花园路与黄河路交叉口的施工围挡
内。这里是最后一段隧道盾构贯通
的节点处。工人们正操作吊车将盾
构机刀盘从隧道口吊到地面。据
悉，接下来几天内，完成历史使命的
盾构机将被分成三节，一节一节吊
出隧道。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入接收最
后一台盾构机的车站地下（如图）。

站台上堆放着各种施工材料。站台
两边就是未来行车的轨道区。因为
站台前端刚刚“洞通”，轨道还没有
铺。5号线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周凤
印告诉记者，5号线盾构隧洞内径为
5.5 米宽，比 1 号线和 2 号线宽 20 厘
米。这是因为 5号线未来要跑 A 型
车，车身比 1、2 号线 B 型车宽，一列
车最大载客量近 2600 人，比 B 型车
多出四成。

市轨道公司 5 号线项目经理严
文荣说，洞通之后，地铁 5号线将迎
来一系列节点。预计 6 月底要实现
轨通，10月底实现电通，年底实现通
车试运行，计划 2019 年上半年通车
试运营。待 5号线建成后，郑州地铁

“环形+十字”正式成网，全面覆盖郑
州市内各区。到那时候，四面八方的
群众出门都能搭乘地铁，市民出行就
有了更多的选择。

本报记者 黄永东 文 宋晔 图

探秘地铁5号线“洞通”隧道

加强文物安全检查
营造文物保护氛围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全省文物安全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召
开，我市组织文物、公安、工商、规划、财政、环保、国土、旅游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收听收看。副市长黄卿参加电视电话会。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
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履行好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6月 5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成立安全检查领导小组，并
于 7日到 9日，对全市 16个开发区、县（市、区）的有关文博单位、文
物开放场所进行实地检查。

电视电话会结束后，黄卿通报了我市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文物
保护主体责任、五纳入工作落实不到位，机构不健全、人员短缺，资
金投入不足、三防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并表示，要深刻理解文物保
护的丰富内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坚守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

严格落实河长责任
积极展开巡河调研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市副总河长、贾鲁河市级河长、副市
长李喜安带领市水务、城管、环保等部门负责人，对尖岗水库和贾鲁
河展开防汛检查和河湖巡查。

李喜安一行首先来到尖岗水库检查。李喜安说，当前防汛形势不
容乐观，尖岗水库位置重要，防汛工作不容差错，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在
防汛物资、应急方案、防汛队伍等方面做好准备，常查常演、常备不懈。

随后，李喜安一行又来到贾鲁河中原区冯湾段、高新区科学大道
段、金水区贾鲁湖位置进行现场巡查。巡查过程中，李喜安要求，全
市各级河长要严格落实河长责任，主动履责，积极展开巡河调研，解
决好河流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要抓好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河流生态
基流调度、河流清洁行动等工作，确保贾鲁河水质达标；贾鲁河沿线
各县区要做好征地、管线迁移等配套工作，为贾鲁河工程顺利推进创
造良好条件，努力打造我市水生态建设亮点工程。

本报讯（记者 王红）2018年全省
高招评卷正在进行，来自教育部阳光
高考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河南已有58
所高校的2018年招生章程经上级主
管部门审核通过。高校招生章程应该
怎么看？如何借助学校招生政策准确
填报志愿？本报记者邀请高校资深
招生老师，为考生指点迷津。

招生章程应该怎么看？老师们建
议，考生应重点关注10大类信息：

办学层次和类型 全国3000多

所，有多种办学类型，有时单纯从学
校的名称上很难了解和区分明白，
所以考生和家长对于意向报考的学
校，应该通过查看其招生章程了解
清楚。

录取规则（原则）提档比例、对

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进档考
生专业安排办法……每所高校都有
多种招生种类，不同的招生种类，其
录取规则（原则）也不尽相同。

特殊要求 高校会根据人才培

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制定一些特殊
要求。譬如身高、视力、外语语种
等，每年都会有一些考生因为忽略
且不符合这些要求而被高校退档，
提醒考生注意。

中外合作办学及学历证书发
放情况 很多高校都与国外的一些知

名高校合作开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及合作办学项目。报考前，建议考生
了解清楚合作办学双方院校情况、培
养模式、学历证书发放情况等。

专业分配原则 分专业原则有

专业优先、分数优先、专业级差三种，
且分配结果差异很大，每个学校只能
选择一种，考生应根据不同学校的分
配原则，填报不同的专业组合。

办学校区 不少高校有多个校

区，有的甚至在不同城市，相距甚
远，不同校区的专业录取分数也可
能不同。

学费标准 同一学校同一批次，

不同专业可能收费标准不同，且差

异很大，考生应根据各自的家庭经

济情况，选择合适的专业。一些中

外合作办学类专业收费相对较高，

考生应加以注意。

单科成绩要求 部分学校的个
别专业对考生单科成绩有要求，如
郑州航院的会计学（ACCA方向）要
求英语必须在 110 分及以上，虽然
考生总分达到该专业的录取线，但
单科成绩不够仍不能被录取。

加分政策 优惠加分，有些高
校投档认可，而专业录取时不认
可；有些高校投档认可，专业录取

时也认可。

奖、助学金情况 家庭经济困难

的考生，可以关注招生章程中有关

国家助学贷款以及各类奖、助学金

发放和资助情况，确保可以顺利完

成学业。

百家媒体共探仰韶
文化传承与创新
本报讯（记者 张倩）近日，“百家媒体看仰韶——

探索行业标杆背后的成功基因”活动在三门峡举行。
来自全国的 100多家媒体走进三门峡渑池的仰韶酒
业有限公司，参观仰韶红色党建基地、酿酒车间、陶香
美酒生产线、万吨恒温酒窖和仰韶酒文化博物馆等，
了解仰韶历史文化，记录工匠身影，零距离感受仰韶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记者了解到，“彩陶坊”是河南唯一一个自主研发
的独立香型，填补了河南省无独立自主香型的空白，
为豫酒板块注入了品类标识。2013年，仰韶和江南
大学共同成立陶香型白酒研究院；2015年，河南首个
白酒博士后研发基地落户仰韶，大大加强了豫酒在生
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实力，为产品提供质量保障。仰韶
连续 4 年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是豫酒中唯一。目
前，仰韶已经完善了高端酒系的布局。

另悉，10日，“陶香故里，圆梦之约·彩陶坊百万助
学活动第三期善款发放仪式”在洛阳举行，仰韶酒业
向来自洛阳各地区的贫困学子现场发放助学金，为学
子们再添助力。

人大代表走访
慰问困难党员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韩怡）6月 12日，又
到了经八路街道办事处广电社区每月一次的人大代表
接访日。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广电社区人大代表
翁春柳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金水路 16号院 6号
楼的辖区直管党员马献华家里走“亲戚”。

说起马献华，确实有点不幸。她是一名乳腺癌晚期
患者，平时和家中88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因母亲瘫
痪，常年卧床在家，马献华还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

但今年已经 66岁的马献华却拥有一个非常难得
的好心态。对于自己的重病和老母亲的生活，她从来
没有沮丧过，每天都坚持锻炼，社区举办的大小活动，
她都积极参加，十分配合社区的工作。当人大代表说
到有关幸福感的话题时，马献华乐呵呵地说：“现在生
活比以前更好啦，多亏了社区的热心帮助，有好的政策
及时告知，办业务不方便主动来上门服务，逢年过节还
惦记着给我们送米面油，真的是很感激。”

当问到生活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时，马献华说，“我
常年和医院打交道，我们这种需要化疗的病人一年可能
需要住很多次院，对于医院的一些收费标准感觉有些不
太合理，不知将来能否改善。”人大代表耐心分析了她的
问题，并表示会将此问题逐级向上反映，也会将结果及
时告知。马献华对代表的走访慰问连连致谢：“你们工
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来看我，帮我们解决问题，真的太
感谢了！”

端午假期东站
加开39列临客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本周末将迎来端午小长假，记者昨日从郑
州东站获悉，6月15日至18日，郑州东站将加开至北京、西安、安阳、
洛阳、商丘、三门峡、信阳等方向的高铁临客列车25列，至新郑机场、
宋城路、焦作等方向的城际列车14列，方便旅客节日出行。

端午小长假期间，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 36万人次，高峰日预
计出现在 6月 16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 11万人次。客流流
向主要以北京、武汉、西安、南京等中短途旅游城市为主，省内客流
集中在开封、三门峡、信阳、洛阳等城市。

为了提高小朋友的
环保意识，近日，惠济区
图书馆在培训室开展了
绿色生活环保“袋”回家
手工绘画活动。活动中
小朋友们充分利用想象
力，通过绘画表达自己对
环保理念的理解和对绿
色生活的向往。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10所高中宏志班
计划招生600人

本报讯（记者 王红）12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18年全省中
招，10所高中宏志班计划招生600人。

宏志班招生对象为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
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按照计划，今年我省共有 10所
高中宏志班计划招生600人，其中包括：郑州市回民中学 、郑州外国
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宇华实验学校、河南大学附属中
学、平顶山市第一高级中学、鹤壁市高中、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漯河高中9所学校宏志班招生规模分别为50人，郑州市第四十七中
学宏志班招生规模为150 人。

录取后，学校对宏志班学生按每生每年2000元标准发放国家助学
金，并从学校收入中提取一定经费用于宏志班学生学习、生活补助。做好夏季防暑降温

预防职业病危害事故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赵安童）高温天气来

临。记者昨日从市安监局获悉，市安委办已向各县（市、
区）政府和市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下发最新通知，
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做好夏季高温期间防暑降温和职
业病危害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高温中暑及职业病
危害事故。

据悉，在夏季高温天气和高温作业环境下，劳动强度
高，热辐射强度大，有机溶剂容易挥发，职业病危害因素
活跃。各县（市、区）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有责任把劳动
者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防暑降温作为当前一段时间的
重要工作来抓，推动督促用人单位扎实做好防暑降温和
职业病危害防控。

通知强调，用人单位是职业性中暑和职业中毒等职
业病危害防控工作的责任主体。各县（市、区）政府、各
行业主管部门要以冶金、有色、机械、建材等存在高温作
业的行业企业和制鞋、家具制造、汽车维修和制造、电
镀、印刷等使用有机溶剂的行业领域为重点，尤其是使
用含苯、1,2-二氯乙烷、正己烷等物质的原辅材料的用
人单位，督促其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防暑降温和职
业中毒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守护文化根脉
助力“郑中心”建设
（上接一版）

文化成果人人共享
曾几何时，一场演出、一部电影都会引来“一票难

求”的局面，如今，覆盖全市的社区图书馆、文化中心遍
地开花，惠民演出令观众目不暇接。

“文化扶贫”工作也在精准扎实地推进中，目前
全市248个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使
文化扶贫真正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有温暖。

有了文化场馆，文化活动的开展更为便捷。郑州文
化馆开办的“群星讲堂”“公益舞台”“公益展厅”“公益讲
堂”使特殊群体文化权益得到保障。全市已建成104个
图书馆分馆，为更好满足群众读书需求提供了有效补充。

按照“政府购买、院团演出、群众受益”的思路，
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采购 1000场优秀舞台艺
术剧目，进学校、进工厂、进乡村、进社区任务圆满完
成；邀请国家京剧院团来我市开展高雅艺术走基层
活动，大型红色经典剧目《红灯记》成功演出，让市民
可以近距离享受到高层次的表演艺术，促进了城乡
公共文化均等发展。

郑州市全民阅读活动开展15年来，已累计邀请全国
及省内外文化名人、专家学者1000余人次，举办读书讲
坛、读者见面会、签名售书会等各级、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
万余场次，受益群众以千万计，“书香郑州”芳香四溢。

高校招生章程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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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依法行政考核
郑州连续3年得优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政府法制办

获悉，我省近日通报表彰了全省依法行政工作先进单
位，对2015~2017年连续 3年在全省依法行政考核中
获得优秀等次的郑州市政府等 3个省辖市政府、两个
省直管县（市）政府、11个省直部门进行通报表彰。

据介绍，2015年，我省开始对全省18个省辖市政
府、10个直管县（市）政府和 49个省直部门的依法行
政工作进行全面考核，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制度建设、
重大行政决策、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行政权力监督、政务公开、化解社会矛盾纠
纷、依法行政能力建设、依法行政推进机制等十项内
容。2017 年，为进一步服务工作大局，特别增加了

“放管服”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并将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考核内容。

记者了解到，经统计，在全省依法行政考核中，
2015年共有30个单位获评优秀等次，2016年共有29
个单位获评优秀等次，2017年共有 32个单位获得优
秀等次。其中，郑州市政府等16个单位连续3年榜上
有名。

绿色环保“袋”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