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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2018年 12月 14日至 2018年 12月
27日

牟政出〔2018〕101号土地，位于四海路以南、
信通南街（经开第四十二大街）以东，使用权面积为
16968.55平方米，竞得人郑州昇阳出口加工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成交价为854万元；

牟政出〔2018〕102号土地，位于凌霜东路以
南、信通南街（经开第四十二大街）以东，使用权面
积为19618.85平方米，竞得人郑州昇阳出口加工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成交价为999万元。

2018年12月28日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中牟县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中牟县大孟镇：
严把发展入口关从源头提高党员质量

“通过考试，对党的认识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加坚定了
加入党组织的信心，以后要不断努力学习，尤其是对新党章
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中牟县大孟镇
入党积极分子孔超鹏走出考场后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12月 27日下午，大孟镇组织 2018年入党积极分子进
行理论测试，67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考试。

此次测试采取闭卷形式，内容主要涵盖新党章相关知
识，分判断、单选、多选、简答等四种题型。考试时间为 100
分钟。通过此次考试，进一步巩固对党理论知识的学习，明
确和端正入党动机，增强党性修养；进一步帮助入党积极分
子从思想上入党，学习党章，尊崇党章，维护党章，按照一个
合格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今年以来，大孟镇为切实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
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从源头上提高党员质量，按照《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省委组织

部关于发展党员工作“双推双评三全程”工作要求，创新实
施了“入党积极分子积分化管理办法”，把入党积极分子积
分情况，一人一档，作为综合评定积极分子整体表现，确定
当年发展对象的重要参考依据。理论测试是积分化管理办
法重要内容之一，每季度有镇党建办统一命题，统一组织，
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理论考试，考试成绩计入个人积
分档案。

“下一步，镇党委将按照入党积极分子积分化管理办
法，加大积极分子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每季度组织一次
理论考试，考试内容将涵盖党章、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发展历程等内容，结合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入党积极分子的党性修养，切实提升其
理论水平，为发展高质量的党员队伍奠定坚实基础。”大孟
镇党委书记刘海峰如是说。

卢文军 刘明豪 梅彩莹

绿化宛如一条条旖旎的玉带，为坚硬的城市道路注入鲜
活的色彩。漫步在经开区街道上，宽阔整洁的道路、鳞次栉
比的高楼和满目苍翠的植物相映成趣，构筑了一道美丽的城
市风景线。

今年，经开区坚持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统揽，结合区域发
展实际，提出了以10个重大产业项目和10类重点工程建设为主
线，突出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实施项目化推进的工作思
路。其中，绿化景观工程作为10类重点工程之一，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经开区累计完成投资3.9亿元，提升了13条道路
绿化景观，建成了公园、游园38个，建成绿化面积210万平方米，
绿化面积是去年的2.25倍，人均绿地面积增加了5.3平方米。

提升城市档次，推进起步区道路景观改造。道路景观绿化
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经开区把道路景观绿化提升作
为今年绿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前谋划，集中主要精力和
力量组织责任部门、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抢抓有利时机，对
107辅道以西起步区、滨河国际新城等重要道路进行绿化完善
和改造提升。相继完成了第九大街经北二路、第十五大街经南

八路等 4个街头游园，第八大街、经南三路、第三大街等 9项道
路绿化提升等绿化景观工程，绿化面积约 110万平方米，完成
投资1.6亿元。

今年以来，依托区域产业聚集优势，经开区强力推进“十大
游园”、生态廊道绿化、生态水系绿化联通绿化景观工程项目。
相继建成滨河、经北二路等 5个公园，中烟、智荟等 33个街头
游园，以及107辅道、四港联动等生态廊道和蝶湖、潮河等生态
水系联通绿化工程，新增、提升绿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此外，在今年秋冬季绿化工作中，围绕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创建，经开区还积极谋划打造了航海东路、四港联动与经
北四路、南三环与机场高速、南三环与 107辅道等 9个关键节
点绿化提升工程，绿化总面积 25万平方米，目前，各绿化工程
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据悉，2019 年，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部署，经开区将计划总投资
17.7亿元，对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
交及出入口等五大区域进行整体绿化及提升，绿化总面积
610万平方米。 张 倩

让城市更绿更美更宜居

今年经开区新增绿化面积21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昨日，郑东新区召开
2018年度第 30次环保工作专题推进会，对新一期“二好六
差”工地（前为项目名，后为建设方）进行通报。

“二好”：凤栖苑，中建七局；郑东新区信息电商产业园第一
标段，省一建。对以上工地的项目单位奖励10万元，所属国有
平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项目主管副总各奖励1000元。

“六差”：郑州市轨道5号线工程土建施工05标段（金水
东路站），郑州恒兴市政；郑州市东三环（107辅道）快速化工
程PPP项目第八项目经理部，中电建路桥集团；后牛岗安置
区二标，河南华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市轨道 4号
线工程土建施工 05标段（鑫融路站盾构区间），上海隧道工
程有限公司；郑州市东三环（107辅道）快速化工程PPP项目
第七标段，中电建路桥集团；东润城一期二标，河南荣帆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非民生项目工地行政处罚 10万
元，停工7天整改，对安置房、学校等民生项目工程行政处罚
10万元，停工 4天整改，以上均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对所
属国有平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项目主管副总扣罚当月奖
金各1000元。

郑东新区通报新一期
“二好六差”工地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赵晶晶）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2019年铁路春运自 1月 21日起至 3月
1日止，为期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
天。郑州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545.1 万人，
同比增长 5.1％。春运期间郑州局图定、临
客累计开行客车将达到558.5对，其中高铁
298.5对，普速260对。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由于 2019 年春节较 2018 年提

前 11天，节前客流总体相对平缓，主要以
学生流、务工返乡流、中转换乘客流为主；
节后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
叠加。预计春运高峰日将出现在农历腊月
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及正月初五、初六、
初七、十六、十七、十九，郑州、商丘、开封、
南阳、洛阳、安阳、新乡等地火车站客流量
较大。节后各地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杭
州、成都、昆明等方向客流将呈现持续高位
增长。

春运期间，郑州局将发挥普速、高铁和
城际路网优势，启用“普速、高铁、城际”运
力互补模式，重点在广州南、深圳北、北京
西、上海虹桥、杭州东、温州南、宁波等方
向，实行高速动车组重联或长编组运行，最
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根据春运铁路运输计划，郑州局图定、
临客累计开行客车将达到558.5对，其中高
铁 298.5 对，普速 260 对。2019 年春运将
安排直通临客列车77.5对，采用基本方案、

应急方案梯次运力方案，其中，基本方案节
前开行直通临客列车41对（始发15对）、节
后开行直通临客列车42对（始发19对）；应
急方案开行直通临客列车 12对，节前 7对
（始发 4对)，节后 12对(始发 7对)；高铁夜
间基本方案开行直通临客 16对，其中始发
10对；高铁夜间应急方案直通临客 5.5对，
节前 5对、节后 5.5对。管内增开临客列车
17.5 对，其中节前 15.5 对，节后 17.5 对（含
图定高峰线）。

2019年春运下月21日开启
郑州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45.1万人

元旦假期郑州铁路
增开10.5对高铁临客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赵晶晶）昨日，记者从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8年 12月 29日至 2019年 1月 1日
为铁路元旦运输时间。为服务假期旅客出行，郑州铁路计划增开
管内高铁临客列车 10.5对，最大限度满足省内郑州与安阳、商丘、
焦作等地区旅客中转换乘需求。

据介绍，元旦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直通客流
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昆明等热门旅游城
市，管内客流集中在洛阳、南阳、商丘、焦作等城市，郑州火车站、郑
州东站换乘客流较大。

其间，郑州局管内增开高铁临客列车 10.5对，分别为：郑州东
—安阳东 G9782/1 次；郑州东—商丘 G9784/3 次；焦作—郑州
C2995/6 次；郑州—新郑机场 C2931 次、新郑机场—宋城路
C2932次、宋城路—郑州东C2933次、郑州东—宋城路C2934次、
宋城路—郑州东 C2935次、郑州东—宋城路 C2936次、宋城路—
郑州东 C2937次、郑州东—宋城路 C2938次、宋城路—新郑机场
C2939 次、新郑机场—宋城路 C2940 次、宋城路—新郑机场
C2941次、新郑机场—郑州C2942次；郑州东—商丘G9192次、商
丘—洛阳龙门G9193次、洛阳龙门—郑州东G9194次。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曹婷）
“郑州铁路枢纽客运系统布局为
以郑州、郑州东、郑州南、小李庄
站为主客站的‘四主’客站布局。”
昨日，市城乡规划局发布信息显
示 ，《郑 州 铁 路 枢 纽 总 图 规 划
（2016—2030年）》正式获中国铁
路总公司和河南省政府联合批
复，总图规划了 4个主客站，并预
留郑州北（规划客站）、大关庄、岗
李站发展为重要客运站条件，共布
局 7座客运站。加上现有的郑州
西站，未来郑州将有8座客运站。

此次《规划》的4个主客站中，
小李庄站由货运站升级客运站，

车站位于郑州管城回族区南曹乡
王司李村。据此前公布的消息，
小李庄站区域初步规划为：研究
范围为 2450公顷，重点城市设计
范围 330 公顷，概念城市设计范
围 701 公顷，即以小李庄站为圆
心，扩展至南四环—郑新快速路
—南绕城高速—机场高速合围区
域。目前，该规划项目已由上海同
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标，设计周期为120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在货运系统方面，
《规划》显示郑州将布局形成“1+
2+N”三级物流节点网络，其中圃
田（含占杨）为一级物流基地，上

街、薛店为二级物流基地，广武为
三级物流基地；规划圃田西等城
区内既有铁路货场转型升级为城
市物流配送中心，郑州东、郑州南
等动车段所预留办理高铁快运作
业条件。

根据《规划》，郑州铁路枢纽
是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规划年
度形成衔接石家庄、济南、徐州、
阜阳（合肥）、武汉、重庆、西安、太
原等 8个方向，京广、徐兰、郑万、
郑太、郑阜、郑济高铁，京广、陇海
铁路等干线，以及郑州至开封、新
郑机场、洛阳等城际铁路引入的
环形放射状大型铁路枢纽。

郑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获批复

小李庄站升级郑州主客站
未来将有8座客运站

市领导夜查交通管制工作

全力打好“平安守护”
交通安全管理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26日晚，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马义中

带队深入花园路迎宾路、中州大道迎宾路、东四环金水东路、
东四环郑汴物流通道等4个 24小时交通管制卡口，看望慰问
交警、环保等执勤力量，检查交通管制工作开展情况。

每到一处，马义中都提醒执勤人员要注意防寒保暖，对大
家的辛苦付出表示充分肯定和诚挚问候。他要求，全体卡口执
勤人员要严格按照市政府“战斗在最后一分钟”的指示要求，进
一步提振精神、勠力同心、决战决胜，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为完成大气污染年度目标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各执勤卡口，马义中详细询问了车辆通行流量情况，要
求执勤交警在做好交通管制联合执法工作的同时，全面落实
全市公安交警系统今冬明春“平安守护”交通安全管理战场工
作推进会精神，加强对电动车、机动三（四）轮车，酒驾、醉驾等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力以赴打好“平安守护”交通安全管
理攻坚战。

检查途中，马义中来到紫荆山立交一层，察看了“智慧斑马
线”建设运行情况，并要求下一步在郑州各大路口进行推广。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我市
社会救助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五年来，全市共救助保障困难群众
325 万人次，累计发放低保金 12.08
亿元，累计资助困难家庭教育资金
12.46 亿元，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
到有力保障。

据了解，2014年到 2018年第三
季度，全市共救助保障困难群众 325
万人次，支出各类社会救助资金 36
亿元，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力
保障。2018年 9月，全市共有城乡低
保对象 26174 户、45482 人，城乡特
困供养对象10106人。

多年来，我市城乡低保工作按照
“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总体要

求，基本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
保。2014年到 2018 年 9月，全市共
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40.56万人，累计
发放低保金12.08亿元。

在 特 困 人 员 救 助 供 养 方 面 ，
2014年到 2018 年 9月，全市共保障
特困供养人员 50539人，累计发放供
养资金2.99亿元。

在专项救助方面，2014 年到
2018年 9月，全市共直接医疗救助困
难群众15.2万人，发放救助资金1.94
亿元；资助困难群体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30.2万人次，资助金额4805万元；
共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2836
万元，救助受灾群众13.49万人，饮水
救助8.6万人；市慈善部门共发布137
个慈善救助项目，共支出慈善资金

1.88亿元，惠及困难群体近百万人次。
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实现

规范化、常态化。2014年至 2018年
9 月 ，全 市 共 救 助 流 浪 乞 讨 人 员
129615人次，投入资金8861万元。

在 住 房 救 助 方 面 ，2014 年 到
2018年 9月，全市累计享受住房保障
货币化补贴的困难家庭 7495 户，累
计发放补贴3316.5万元；困难家庭实
物配租公共租赁住房3569套。

在教育权益保障方面，近五年，
全市累计资助困难家庭资金12.46亿
元，惠及学生 124.26 万人次。在就
业保障方面，2014年以来，全市共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4.78亿元、困难
人员享受社保补贴1.17亿元、发放初
始创业帮扶补贴311.9万元。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裁员率审核方式调整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下月起，我省调整稳岗补贴裁员率计

算方式和劳务派遣企业申领政策。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政旨在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审核工作效率，更好地服
务企业。

新政简化了企业稳岗补贴裁员率计算方法，具体规定为：
企业上年末职工人数大于或等于上年初职工人数时，即视为
未裁员。

企业上年末职工人数小于上年初职工人数，减少比例不
超过4.5%时即视为少裁员，符合稳岗补贴关于裁员率控制在
4.5%的规定。

企业上年末职工人数小于上年初职工人数，减少比例超
过 4.5%时，如企业认为扣除因劳动合同期满、调出、自愿辞
（离）职、退休、死亡等正常减员人数后符合减少比例不超过
4.5%规定的，可在提交《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申请表》时直
接附相关材料或者在经办机构未核准其申请时再次申请并补
充相关材料。

此外，为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我省还调整了劳务派遣企业申领稳岗补贴政策，
即：凡是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劳
务派遣企业，只要符合稳岗补贴申请条件，均可与其他企业享
受相同的稳岗补贴政策。

全省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

残疾学生符合录取条件
职业院校不得拒绝入学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以及省残联 4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全省要加快发展残疾人职
业教育，残疾学生符合录取条件，职业院校不得拒绝入学。

通知要求，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有利于帮助残疾人
脱贫增收，有利于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有利于促进教育公
平。各地、各部门要引导职业院校畅通残疾学生的入学渠道，
让具备条件且有意愿就读的残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要鼓励
职业院校与现有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机构合作办学，联合招
生、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共同培养残疾学生。

各职业院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符合规定录取标准
的残疾学生入学，要通过随班就读、专门编班等形式，逐步扩
大招收残疾学生的规模。招收残疾学生的职业院校要不断完
善残疾人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有针对性地开设适合残疾学生
学习的专业，为残疾人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投入，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加强残疾
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对招收残疾学生的职业院校要完善
无障碍设施，建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配备专业人员，改造实习
实训场所，满足残疾学生学习、实习实训和学校生活需要。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裴其娟）
中牟县高度重视铁路沿线整治工作，
按照拆迁绿化并联进行的原则科学
安排，精心组织，目前拆迁已接近尾
声，绿化已初见成效。

记者昨日在中牟县站前街与广
惠街交叉口附近陇海铁路北侧看到，
沿着铁路已拆出近百米宽的带状通
廊，大片场地已整理到位，其中靠近铁
路约20米宽已栽植了一排排雪松、大
叶女贞等乔木。离铁路较远处的大片
空地用六针防尘网覆盖，即将建成供
市民锻炼的篮球场。“以前，这里都是

私搭乱建的仓库和临时建筑。整治绿
化后，这里将形成新的景观通廊。”中
牟县园林局工作人员秦军玉说。

据介绍，按照全市铁路沿线整治
绿化工作的要求，中牟县陇海铁路沿
线绿化总长13.48公里、总面积213.9
万平方米。为加快推进铁路沿线整
治和绿化，中牟县以“起步即冲刺、开
战就攻坚”的精神状态，迅速启动、科
学安排、精心组织，党政主要负责人
每周现场督导，全程安排部署，指挥
部高标准组织设计，严格控制苗木规
格、品种、冠幅、冠径，坚持全冠栽植，

确保“建设一处，出彩一处”。目前，
各项工作按照市里要求的程序、标准
和时序扎实推进，拆除工作已接近尾
声，12月底将全部完成；建设工作并
联推进，已整理场地 56.2 万平方米，
沿线22个标段中有7个已开工，完成
乔灌木栽植 3.81万株、地被栽植 5万
平方米。其余 15个标段招标工作正
在进行，计划 2019 年 1 月中旬全部
进场施工。2019年 4月底前，将高标
准全面完成中牟县铁路沿线绿化建
设任务，把铁路沿线建成展示郑州形
象的景观通廊。

二七区检察院
获评全国模范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周庆华 康锦）昨日，市委政
法委、市检察院、二七区委联合举行表彰大会暨揭牌仪式，对
荣获“全国模范检察院”荣誉称号的二七区检察院进行表彰。

日前，在庆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暨全国检察机关
第九次“双先”表彰大会上，二七区检察院作为全国检察系统
的先进代表，被表彰为全国模范检察院。

近年来，二七区检察院围绕基层院建设规划，坚持以办案
为中心，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省检察院印发文件通知，要求在全省检察系统开展向郑
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习，营造争创先
进、学习先进、弘扬先进的良好氛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
奋精神、扎实工作。

我市五年救助保障困难群众325万人次
累计发放低保金12.08亿

中牟县铁路沿线拆迁绿化并联进行

拆迁接近尾声绿化初见成效

省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区域

“脏、乱、差、违规违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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