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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磊

本报讯 今后，郑州将诞生
一大批本土版本的“乌镇”、“丽
江古镇”。昨天，郑州市政府发
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
的意见”，到2020年,全市培育
15个左右特色小镇。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特色小镇主要是指聚焦特色产
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
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
的创新创业开放式平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
社说，特色小镇具有明确产业
或业态定位、文化内涵、旅游
和一定社区功能,既可以是大

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也可以是较
大的村庄,其规划空间范围一般
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
积一般控制在 1 平方公里左
右。其核心是特色产业,一般是
新兴产业,要突出“一镇一业”,
防止变相的房地产开发,杜绝高
楼大厦。

根据郑州市的计划，2017年
起,每年有重点选择特色小镇培
育试点对象。每个小镇培育期3
年,稳固期2年。到2020年,全市
培育15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
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
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
居等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如何申报？据介

绍，特色小镇采取自愿申报形
式，由各县(市、区) 、开发区向
郑州市特色小镇培育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报送特色小镇创建
申请材料,包括基本情况、申请
报告、创建方案、建设规划或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三年建设计划
等。

郑州的特色小镇，不是想咋
建就咋建。昨天，记者从郑州市
政府获悉，所有特色小镇要按3A
级以上景区标准建设,旅游产业
类特色小镇要按5A级景区标准
建设,推行“景区+小镇”形态模
式。同时，加大特色小镇信息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现小型
局域网WiFi全覆盖。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秦世璞

本报讯 也是醉了，执行路
上永远只有想不到，没有“老赖”
做不到。昨日，记者从新密法院
了解到，该院执行干警在牛店镇
石匠窑村抓捕长期外逃的“老
赖”王某时，他居然临时“抱佛
脚”，令人啼笑皆非。

执行法官介绍，抵达王某家
后，他还没有起床。明白自己今
天无论如何是“跑”不了了，王某
一句话不说自行起床，径直走到

客厅，为一尊太上老君的塑像点
上三炷香，双膝下跪，默默祈祷，
嘴里嘀咕着“请神灵保佑我不被
抓走”……这一幕，让在场的执
行干警大跌眼镜。

王某与申请人之间有18000
元的债务，虽然钱不多，但进入
执行程序后他却长期逃避在
外。今年38岁的王某有着与年
龄不符的“执迷不悟”，拒不执行
被带回法院，在法院询问期间，
王某依然一言不发。随后，王某
哥哥赶到法院，代其交纳了部分
执行款。

在几位执行法官和哥哥的
共同劝导下，王某才承诺将尽快
还钱，争取在年底之前把债务还
清，并写下保证书和分期还款协
议。

新密法院法官提醒，被执行
人有义务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如有能力而拒不履行，
致使生效文书无法执行，人民法
院可根据不同情况对被执行人采
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
严重的，有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临时

“抱佛脚”，只会徒增烦恼。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李爽 文图

本报讯 2月23日上午，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干警来到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港湾路2号2号楼附近，他
们的目标是这里的一栋2层
房产，“最后通牒”已经到期，
必须强制腾空。

“不能搬！我们这都是
珍贵的文物，弄坏了谁负
责？”上午9时许，法院干警抵
达现场后，立即遭到了阻止。

“喂，110吗？这里有人
强行要把我们的文物搬出
房间。”现场一名女士随后
拨打 110。警察抵达现场
后，十分无语。原来，这座
房产早已被法院查封，并进
行了司法拍卖。阻挠法院
腾房的，并非房子的主人，
而是租户。

事情的原委要从一桩
560万的“巨额”借款开始，法
院判令被执行人王某、张某
偿还申请人借款560万元，
随后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
过程中，法院依法向两位被
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限
期履行义务，但仍未履行。
于是，法院查封了王某名下
这栋908平米的两层商铺。

麻烦的事情出现了，在
诉讼阶段，王某将这个商铺
卖于某协会河南省分会，签
订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该套
房产已被法院查封，无法办
理产权过户手续，导致该买
卖合同未能成立。随后，某
协会河南省分会与王某协
商，以40万元的首付购房款
抵作租金的形式租赁该房
产。其间，某协会河南省分
会在该房产进行了青铜器及
瓷器的展览活动。

已经被司法拍卖的房
子，装了满满两层楼的文玩
古董，腾房面临巨大压力。
多次与分会会长沟通，告知
即将腾房，但分会最终还是
没有主动履行，导致出现纠
纷。

从上午 9 时僵持到 11
时，几经沟通和劝说，分会同
意腾房，截至下午5时许，历
时8小时，成功腾房。

法官提醒，某协会河南
省分会与被执行人王某之间
的房产纠纷，是另一码事情，
协商无果可以讼至法院，但
不能因为自己的纠纷影响甚
至阻挠法院其他案件的执
行。

线索提供 张颖

□记者 王新昌

本报讯 今年是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航空
港实验区）“5年成规模”的冲刺
之年。该区2017年度工作会议
昨日召开，郑州市委常委、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延
明连用“不辱使命、奋发有为、奋
勇争先”三个词语来勉励和要求
干群队伍；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
委会主任马健总结了2016年各
项发展指标，用5个“不得了”肯
定去年工作亮点，并公布了2017
年发展目标。

2016年，航空港实验区取得
了华丽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622.5亿元，增长13%，总量排
名全市开发区第一，全市增量贡
献率达到11.7%；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完成 360.4 亿元，增长
13.6%，增速排名全市第一，全市

增量贡献率达到27.3%；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626.2 亿元，增长
20%，增速排名全市开发区第
一；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完成33亿
元，增长18.3%。马健用5个“不
得了”形容工作亮点。分别是：
建设“机公铁”一体的航空枢纽；
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航空
港实验区的意见、规划；全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及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兴港、建
投两家政府性投资公司资产规
模突破千亿，资金使用成本由
9%降低到6%以下；区内企业社
会保障参保政策范本获得市政
府常务会议通过。

2017年怎么干？张延明用
“不辱使命、奋发有为、奋勇争
先”三个词语勉励和要求航空港
实验区广大干群队伍。会议上
公布了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确保13%，力

争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确保14%，力争16%；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确保 18%，力争
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6%，力争 18%。大河报记者
发现，航空港实验区的增长速
度最少要高于全省增速5个百
分点。

他要求全区今年重点突破
“五个着力”：“八大产业集群”培
育取得突破，重点项目建设取得
突破，枢纽口岸建设取得突破，
改革创新取得突破，城市建设取
得突破。会后，大河报记者随机
采访了一些委局、办事处、企业
的参会代表。大家纷纷表示，信
心更坚定，目标更明确，将继续
发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的港
区精神，夯实“五年成规模”基
础，切实发挥好中原经济区核心
增长极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引领作用。

航空港实验区2017年度工作会昨日召开——

去年工作亮点“不得了”
今年撸起袖子加油干

今后“小镇情结”家门口就能圆了
到2020年,郑州将培育15个左右特色小镇

昨天，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综合自身优势、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发展潜
力等要求,确定新郑市薛店镇等18个镇为中心镇。到2020年,将5个左右中心镇建设成为特色
经济发展聚集、体制机制创新、人口规模达到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其余中心镇达到3万~5万
人规模。

□记者 韩谨伊

本报讯 随着西四环周
边城中村的陆续拆迁，造成
高新区多数村庄居民搬迁
至古荥镇，通过前期的客
流调查，目前古须路两侧
租房居民，对公交出行的需
求日益增大。另外，随着
地铁 1 号延伸线的开通，
公交一公司将向西北部进
行辐射，为满足古荥区域向
地铁的接驳需求。根据目
前实际情况将定于 2 月 26

日开通271路。
首末站：石楠路公交站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首末班：6:00~19:00
途经道路：石楠路、科学

大道、长椿路、莲花街、西四
环、古须路。

沿途部分停靠站点：石
楠路公交站、科学大道长椿
路（地铁接驳点）、长椿路翠
竹街（地铁接驳点）、莲花街
长椿路（地铁接驳点）、莲花
街西四环、锦和公园、古荥、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271路公交开通
古荥市民坐地铁方便啦

法官追到家 老赖“抱佛脚”求庇佑

5个左右中心镇将建成小城市

已被司法拍卖的房子
咋成了文玩展览馆
法院历时8小时腾空

执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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