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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万参观者为家乡成就
点赞，河南暂居第五

目前，“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
展览”已吸引了120多万人
次前来参观，网上展览馆点
击浏览总量也超过6163万
人次。

4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极
大改善，从短缺走向充裕、从
贫困走向小康。展览分为关
键抉择、壮美篇章、历史巨
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等主
题展区，通过历史图片、文字
视频、实物展品等多种形式，
重温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变。

在展览的第五展区，有
一个“我爱我家乡”的点赞互
动屏幕。截至12月 12日，
共有19.5万人参加点赞，其
中河南收获了13092枚赞，
紧跟北京、河北等省份，暂居
第五位。

轻触屏幕中河南所在的
位置，可以清晰看到河南从
1978年到2018年的经济社
会发展变化——

1978年，河南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5元；
2017 年，这一数字攀升至
29557.86元。40年里，老百
姓的腰包膨胀了93.8倍！

1978年，河南省生产总
值为 162.92 亿元，2017 年
GDP 收 入 为 44988.16 亿
元。40年间，河南的经济体
量增长了276倍！近年来，
我省生产总值一直稳居全国
第五，如此成绩怎能让人不
自豪！

焦裕禄精神、郑州东站
等河南元素闪耀国博

40年改革开放，河南取
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哪些元
素最能讲述好河南改革开放
的故事？

进入展馆，实物展品、文
字视频都在诉说着时光的故
事。在第二展区，不少观众
围在一块双面透明电子屏幕
前，屏幕中新华社记者海伦·
本特利正在讲述她眼中的中
国改革开放故事，其中就包
括来自郑州的航天员陈冬在
太空的画面。

展览中还有诸多“河南
元素”，郑州市全面开展以居

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供给
机制，每年有30万人以上城
镇居民变为“城里人”；蓝天
白云下，三门峡黄河湿地的
白天鹅尽显河南生态之美；
郑欧班列打破地域、行业限
制，家门口就能购买进口商
品……

北京市民孙先生说，他
曾到过河南的很多地方，还
专门去观赏过美丽的白天
鹅。“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日
新月异，生态环境也越来越
好啦！”

展览中的一张对比图，
引起了不少参观者的关注。
郸城县人民医院从低矮的平
房长成一排“高楼大厦”。“对
比之下，我的感受更强烈
了。跟上一辈相比，我们现
在的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来
自河北石家庄的赵女士告诉
记者。

本次展览中焦裕禄精神
的展品随处可见。来自焦裕
禄纪念馆的樊静哲是河南选
派的讲解员，她告诉记者，每
当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自
豪感油然而生，在讲解改革
开放成就的同时也能把焦裕
禄精神宣传到世界各地。

本报讯 12月16日，河南
省击剑运动行业迎来首次盛
会——河南省击剑协会第一
次会员大会在郑州市召开，来
自全省各地击剑俱乐部、公司
及击剑行业从业者、爱好者共
聚一堂，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为推动河南击剑运动的
快速发展，2018年初，由河南
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
中心等5家单位酝酿发起，呼
吁成立河南省击剑协会，这
一提议得到了省内众多击剑
俱乐部及爱好者的积极响
应，也得到河南省体育局、河
南省民政厅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

河南省击剑协会从今年4
月份进入筹备成立阶段，此次
会议现场选举出了第一届理
事会领导班子。当选第一届
河南省击剑协会主席的翟毓
青表示：“在省击剑协会成立

后，将积极推进河南击剑体育
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宣传推广
击剑运动，提高击剑爱好者技
术水平。同时继续开展我省
击剑专业训练工作，挖掘培养
后备人才，提高河南击剑运动
员的竞技水平。另外要支持
扶持省内各地市击剑俱乐部、
活动中心和示范学校的建立，
进一步拓宽河南击剑与外界
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探索河
南击剑运动产业模式，培育河
南击剑产业市场。”

河南省体育局副巡视员
张跃敏表示，河南省击剑协会
的成立，标志着河南击剑事业
将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
阶段。河南省击剑协会的成
立，不仅能促进击剑运动和击
剑产业在我省健康有序的发
展，同时也将为河南击剑爱好
者创建互动交流的平台，满足
大众对体育运动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需求。

本报讯 最早的始建于明
代，最新的建成于2010年后，
郑州大学南校区、绿地中心双
子塔、弓寨南秀楼等优秀建
筑，都在名录当中。记者从郑
州市政府了解到，为更好地保
护郑州市历史文化遗产，挖掘
文化内涵，延续历史文脉，郑
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公布郑州
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确定郑州大学（南校区）3号教
学楼等212处历史建筑为郑
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此次列入名录当中的建
筑，既有古代的，也有当代
的。其中，最年轻的要数郑州
高铁东站、绿地中心双子塔，
虽然是现代化气息很浓郁的
建筑，且都建成于2010年后，
此次也被列入了名录当中。

另外，郑东新区的国际会展中
心与河南艺术中心，也在此次
的名录当中。

最古老的，当数惠济区大
河路弓寨村的三个建筑，分别
是弓寨村南秀楼、北秀楼和祠
堂。这三处建筑均建设于明
代，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始建于道光十三年的朱庄土
地庙，也在此次名录当中。

在此次公布的212处建
筑当中，郑州大学南校区入选
的达到了 9处，“出镜率”极
高。这9处建筑分别是3号教
学楼、5号教学楼、6号教学
楼、MBA中心教学楼、7号教
学楼、老化学楼、1号教学楼、
14号教学楼、北大门等。

据了解，此次是第一批历
史建筑，陆续还会有其他批次
的历史建筑公布出来。

本报讯 昨日，由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等高校发起、河南
省教育厅主管的专业研究教
育人才的全省性学术团体，河
南省教育人才研究会在黄河
科技学院宣布成立。

该研究会的成立旨在整

合全省教育人才资源，加强交
流学习，做强河南教育人才队
伍。并将着重研究解决河南
省的高速发展如何做到与人
才需求相匹配，以及如何提高
教育人才的素质，培养更多的
教育人才等问题。

河南省教育人才研究会成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实习生 张阳

郑州第一批212处历史建筑
郑大（南校区）9处入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省击剑协会首次会员大会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北京开展

河南成就闪耀国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改革开放的40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极大提
高。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上，一张张照片、一个个老物件、一组组数字见证了你我生活的变化。

河南省首家肉类企业加工生产线、中欧班列线路图、南水北调中段工程图片
展、改革开放百城纪事视频……诸多“河南元素”闪耀国博，向参观者讲述河南改
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

本报讯 如同在选择宾
馆前，查查这家宾馆是“几星
级”，今后，您家所在小区物
业服务也将有类似的“星级”
评定标准。

记者从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下简称省住建厅）
获悉，该厅日前已正式印发
《关于印发<河南省物业服
务规范>的通知》（下简称
《服务规范》）。省住建厅房地
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吴小红
介绍说，《服务规范》是《河南
省物业管理条例》的配套制
度之一，对规范我省物业服
务活动，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健全服务评价体系，促
进服务质量“质价相符”具
有重要的意义。她告诉记
者，《服务规范》根据我省
实际情况，按照居住物业、
公共物业两大类，对物业服
务提出了相应规范，其中居

住物业细分为五个等级（一
级最高，五级最低）鼓励物业
服务各方主体参照规范开展
物业服务活动。

“基本上可以说在我省
从事物业服务，《服务规范》
中总有一款适合你，‘菜单
式’的服务标准，鼓励建设
单位、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等‘买家’通过选择高质量
的服务等级或者通过选择
服务种类的自由组合，实现
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对标
服务’。”吴小红表示，《服
务规范》考虑到了省级、市
级、县级等各类物业市场
的自然状况和管理差异，
在服务深度和频次上都分
别有所不同，改变了以前
物业服务没标准，服务定
价没依据的现状。

与此同时，河南省物业
管理协会政策法规专业委员

会委员、河南省物业服务规
范修订小组专家成员杨岁梅
也表示，《服务规范》的出台，
为准备着手编制、出台的《河
南省居住物业服务等级及成
本测算》奠定了基础，为物业
费用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依据。“‘菜单式’服务规范标
准鼓励物业服务企业通过
展示具有高质量的服务，实
现市场公平竞争的品牌效
益，同时也增强了业主、业
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对物
业服务企业的监督作用。”
她表示，《服务规范》将带来
的双向激励效果，对于物业
服务市场的规范实施起到
了保障作用。

另据了解，该文件日前
已由省住建厅正式印发，相
关物业企业与有需要的读者
可登录省住建厅官方网站进
行全文下载。

按服务品质评定“一级至五级”

河南小区物业有了“星级”标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陈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