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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芦小标 001810

序号 申请类别 申请人 资格证号
1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赵君美 001807

3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杨金海 001818

5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郝树胜 002027

6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裴魏 002107

7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员莉华 002207

8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牛延林 002336

9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邓柳 002423

10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职永生 002506

4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杨雪 002001
14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王上 002881

24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马潇颖 004025
33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张鸿 004492

15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云青 002949
25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张露 004171

34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王继深 004515

16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牛志刚 002955
26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张娜娜 004208

35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王露 004528

17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沙建斌 003151
27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陈志刚 004291

36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金辉 004558

18 来郑务工
人员申请

张桂玲 003199
28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曹青 004352

37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张震 004674

19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任志培 003426
29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张芳 004377

38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高敬华 004685

20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宋杨 003436

公 告
管城回族区2017年第一批公租房轮侯分配报名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以下《本次未按时提交资料名单》人员，经多方通知至今未联系上，现

登报通知，请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管城回族区政务服务大厅2楼公租房窗口，提交相关资料报名，逾期将无法参加本次公租房轮侯分
配。联系电话：66218625 66227514

特此公告
管城回族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12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宋乃继 002688
22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张双全 003791

31 来郑务工
人员申请

刘昂 004458

序号 申请类别 申请人 资格证号
11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薛建设 002683

序号 申请类别 申请人 资格证号
21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薛素玲 003781

序号 申请类别 申请人 资格证号
30 来郑务工

人员申请
刘晓东 004390

13 来郑务工
人员申请

马峰 002753
23 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申请
杨洁 003812

32 来郑务工
人员申请

张哲 00446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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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未按时提交资料名单》

仓库出租
中糖世纪河南分公司，现

有标准库房三栋6000平米对外
出租，价格面议。仓库配有除
湿机、输送机等设备，保安24小
时值班。
地址：新郑市和庄镇道西北路4号
联系人：柴红义
电话：15093383222
中糖世纪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公 告
河南光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5897206678），经郑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于
2017年10月26日完成股权转
让的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
更的法律手续。

特此公告！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服务区高
杆灯灯头维修项目已批准实
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11月
22日-11月28日下午5点30
分之前，至河南省郑州市中原
路93号院1713房间报名。
2.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371-86549309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债权催收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公告催收下列债权：河南省富国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为编号41072701-2014年（封丘）字0014号借款合同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经我行向你公司邮寄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均未签收。特
公告如下：请你公司尽快筹措资金，尽快履行编号为41072701-2014年
封丘（保）字0029号保证合同责任，否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
将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依法追偿，维护我行合法权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封丘县支行联系电话：0373-8251356，地址：河南省封丘县文化路南段
路东，邮编：453300）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

2017年11月21日

郑州市农委有关负责人
说，郑州将加大生态补偿力
度，对郑州主城区周围2400
平方公里范围内符合条件的
规模经营主体给予三年生态
补偿，补偿标准第一年为
1500 元/亩，第二年为 1000
元/亩，第三年为1000元/亩，
第四年开始享受政府补贴保
费等保险扶持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郑州还鼓
励整乡整村推进结构调整发
展生态农业。对符合条件的
牧草种植基地给予三年生态
补偿，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
600元。

此外，对按照有关要求建
设的生态农业项目，其基础设
施和生产设备投资按照不高
于总额50%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财政补助，每亩补助资金不
高于2000元。

很多业内人士感慨农业
不好干：投资大、周期长、风险
大。为此，郑州强化金融和保
险支持力度。

郑州市农委有关负责人
说，郑州将建立农业担保风险
补偿机制，由市、县两级财政
出资成立担保风险补偿基金，
创新涉农融资担保方式，落实
财政补贴保费政策，对建设生
态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展信用担保业务，切实缓解
农业发展中的融资难问题。
开发特色保险险种，设立蔬
菜、水产、林果种植等新险种，
并将政府的保费补贴纳入财
政预算。

生态园里，还种植着新的品
种：彩红杨。叶子是金黄色的树
苗连成一片，煞是好看。

据该生态园工作人员介绍，
彩红杨属于杨柳科，是新的品种，
目前正在育苗。春天，树叶是鲜
红的。夏天，枝条从上至下分别
为鲜红色、橘黄色和浅绿色。秋
末为金黄色，冬天落叶。非常适
合景观园林。

“这个苗木，还通过国家林业
局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专家组的现
场查定，取得了国家林业局新品

种保护权证。”这位工作人员说，
现在，种植了近400亩的彩红杨。

郑州市农委工作人员说，郑
州环城都市生态农业产业带中，
重点之一就是花卉苗木生态园。
以上述生态园为例，今年种植花
卉苗木1534.82亩，包括彩红杨、
海棠、樱花、菊花、石榴、桃树、葡
萄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
院副院长、研究员宋向清说，郑州
发展特色农业大有可为。他说，
郑州周边不少地方在种植高质量

的葡萄，品质好的甚至达到 30
元/斤。这些葡萄投入不菲，既要
使用农家肥，又要有复杂的培育、
修剪过程。但是这样的葡萄有的
一亩地可以卖到1万元，即便刨
除成本，收益依旧有5000元左
右。这样的葡萄既可以采摘，带
动休闲观光农业，还可以酿酒，以
发展生态农业为基础，拉动郑州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实现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像这样的例
子，今后在郑州环城都市生态农
业产业带里面将比比皆是。

黄河边的生态园就能采摘台湾红心火龙果

核心提示丨来自台湾的
红心火龙果，在黄河岸边的
生态园里开花、结果，吸引游
客采摘……近日，大河报记
者探访郑州环城都市生态农
业产业带发现，郑州今年已
经发展约8.6万亩环城都市
生态农业。

按照规划，东至中牟县
城、西至荥阳市区、南至新郑
市区，北至黄河南岸，郑州主
城区周围2400平方公里区
域要建“绿腰带”，重点支持
适度规模经营的花卉苗木生
态园、生态景观果园、蔬菜标
准园、牧草种植基地。

□记者 王磊 文 白周峰 摄影

台湾红心火龙果长在了黄河岸边
郑州今年已经发展约8.6万亩环城都市生态农业

近400亩彩红杨正在苗圃育苗，该品种还取得国家林业局新品种保护权证

黄河富景生态园，位于郑州
市惠济区花园口镇八堡村北黄
河滩。近日，大河报记者探访发
现，这里大规模种植红心火龙
果。

该生态园工作人员说，这些
红心火龙果来自台湾，成功在生
态园里生长。火龙果的主干类似
长条状的仙人掌，一节一节往上
长，依靠细竹竿固定，上端开花、
结果。

记者查询相关书籍发现，红
心火龙果是仙人掌科三角柱属多
年生蔓性植物，原产于西半球赤

道附近，中美洲热带雨林地区。
是一种长寿植物，自然环境下可
成活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因其含
有的独特成分，对人体有绝佳的
保健功效。

工作人员说，该生态园里，仅
火龙果就种植5亩。它们住在大
棚里，温度适宜的情况下，一年四
季都会结果。

一个小小的火龙果，引起不
少附近市民的采摘兴趣。郑州市
农委工作人员说，今后，在郑州周
边，将有更加丰富的特色农业，满
足老百姓休闲需求。

据介绍，郑州环城都市生态
农业产业带东至中牟县城、西至
荥阳市区、南至新郑市区，北至黄
河南岸，主要包括郑州主城区周
围2400平方公里区域。依据实
际情况，郑州周围将发展苗木、花
卉、林果、蔬菜、牧草等产业。具
体而言，即重点支持适度规模经
营的花卉苗木生态园、生态景观
果园、蔬菜标准园、牧草种植基
地。据悉，2017年郑州将新发展
环城都市生态农业13.38万亩，
目前已经发展约8.6万亩。

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实施生态补偿
第一年为1500元/亩

探访

研发

扶持

黄河边的农庄种植的蔬菜

生态园的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火龙果

发展中的郑州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