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住宅用地区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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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26日10：00开赛，
1500箱牛奶3天连抢

现在，又到你大展身手的
时候了！6月26日上午10：00，
竞赛再次开赛。作为整个比赛
的第二轮赛事，6月26日、27
日、28日每天上午10：00，我们
将放出合计1500份奖品（每天
放出500份奖品）。奖品为价值
36.8元花花牛透明袋纯牛奶1
箱和《奶业科普百问》1本。牛
奶全国包邮，答题赢牛奶拿来
送友人也成了今夏一景呢！

上个月，我们见识了办公
室白领集体作战抢牛奶，看到
了母子齐上阵答题抢奶，还见
识了七旬退休老人把“中奖宝
典”打印出来学习备战……一
场竞赛瞬间演化为全民的“饮
奶狂欢”。当河南省农科院的退
休老人刘女士收到主办方送出
的第一份奖品，“为生活中的小
惊喜而欢呼”的喜悦久久洋溢
在她脸上。

【科普】酸奶分类知多少？

日常饮奶，有些市民更喜

欢喝酸奶。关于酸奶的“内涵”
你知道多少？

酸奶属于一种发酵乳，是
指以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
料，经杀菌、接种嗜热链球菌和
保加利亚乳杆菌（德氏乳杆菌
保加利亚亚种）发酵制成的产
品。酸奶按组织状态分类：凝固
型酸乳，搅拌型酸乳；按成品口
味分类：天然纯酸乳，加糖酸
乳，调味酸乳，果料酸乳，复合
型酸乳；按发酵后的加工工艺
分类：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酸
乳，浓缩酸乳，冷冻酸乳，酸乳
粉；按菌种种类分类：酸乳，双

歧杆菌酸乳，嗜酸乳杆菌酸乳，
干酪乳杆菌酸乳；按原料乳中
脂肪含量分类：全脂酸乳，部分
脱脂酸乳，脱脂酸乳，高脂酸
乳。你能分清低温酸奶和常温
酸奶吗？牛奶和酸奶哪个更补
钙？我们下期将为您揭晓。

扫码抢奶

答对5题送奶1箱！奶业知识竞赛明日10:00再开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上个月风靡全国的“网
红版”奶业知识竞赛再次强
势来袭！

学奶业知识，刮头脑风
暴，享健康生活！5月起，
本报联合省畜牧局、河南花
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开展“健
康中原-牛奶伴您行”奶业
知识竞赛，并备好6000箱
牛奶作为奖品。5月底，我
们启动首轮竞赛，全国20
多个城市的近5万人争相
参赛，2000箱牛奶3天连
抢，奖品几乎“秒”抢光。

壮丽70年·健康中原-牛奶伴您行

本报讯 2019年，郑州
市市本级计划供应国有建
设用地总规模为2922.37公
顷（43836 亩），较 去 年
33281亩的总规模增加逾1
万 亩 。其 中 ，住 宅 用 地
23137 亩 ，占 总 规 模 的
52.8%。业内人士表示，供地
计划与年度最终实际供应
量之间往往会存在一定的
差别，但从加大土地供应量
及住宅用地占比过半的计
划来看，地方政府从源头上
抑制房价的调控用意明显。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站近日公布了《郑州
市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根据《计划》所示，
2019年，郑州市市本级计划
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总规模
为43836亩，较去年总规模

增加逾1万亩。从用地结构
上看，在今年拟供应的国有
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占
比最高，约占总规模的
52.8%，为 23137 亩。其
中，商品住宅用地 21393
亩，经适房用地1228亩，
人才公寓用地517亩。此
外，还有商业用地 6057
亩，工矿仓储用地3353亩，
其他用地11288亩。

“物以稀为贵，房价上
涨过快的一大原因是住宅
用地的稀缺。如果未来供
地份额减少，购房者的

‘潜在担心’会加剧房价的
暴涨。反之，则会给购房
者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
地产界业内人士A先生（应
受访者要求隐去姓名，下
同）这样说道。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

公布的《计划》中，从住宅用
地区域分配上看，郑州市管
城区“分羹最多”，为5040
亩，其次为惠济区4869亩、
高新区 3617 亩、金水区
2543亩、中原区2104亩、郑
东新区 2102 亩、二七区
1789亩、经开区1075亩。与
此前多年“传统排序”有所
不同，在2019年住宅用地
的供地计划中，为何管城区
今年拔得头筹？

接近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领域的业内人士B
先生说，各区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量的对比，可从一定侧
面显示出各个区域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的开发强度。

“管城区在各区中发展起步
相对较晚，今年供应量最大
也显示出该区域的发展正
在加速。”他说。对此，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也从郑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
地利用处得到证实，在2019
年计划为管城区投放的国
有建设用地中，不少份额将
会用于安置房的建设。

此外，业内资深人士C
先生认为，此举彰显了土地
供应工作中的“重点区域、
重点管控”。他表示，随着小
李庄火车站被明确赋予承
接郑州站普速列车的到发
职能后，“管南片区”的土
地，尤其是住宅用地的行情
就被业内人士所看好。“但
与行情火热相伴而来的，往
往就是对过快增长进行的
宏观调控。为抑制可能出现
的局部房价高企，政府便会
加大对此地区住宅用地的
投放数量。”他说。

郑州拟供应国有建设用地4万余亩
今年与去年相比，总规模增加逾1万亩；住宅用地占比过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本报讯 白天凉下来，
黄昏霞满天。昨日傍晚，我
国广大地区可通过肉眼看
到距离太阳最近的那颗行
星——水星。神秘的水星，
上演“东大距”。再过几天，
28日，也就是本周五晚上，
牧夫座流星雨将华丽上演，
抬头看向北斗七星方向，说
不定会大饱一下眼福。

什么是水星“东大距”？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水星是

地球上最难观测的行星，原
因是它离太阳太近，总湮没
在太阳的光辉里。只有在水
星和太阳的角距达到最大
即大距时，公众才最有可能
目睹水星。水星在太阳东边
称东大距、在太阳西边称西
大距。“水星东大距”，可在
黄昏时分西方地平线上找
到水星；“水星西大距”，水
星则在黎明时东方低空出
现。但如果真要在“大距”时

看到水星，还需要在日落或
日出时水星位置处于太阳
的正上方。

周一傍晚，我省大部分
地区是多云天气，而郑州市
区到了下午更是云量越来
越多，以至于西北方向的天
空能见度变得较差，很多民
众都没有看到水星“东大
距”。不过大家也不必过于
气馁，再过几天，又一场天
文景观将上演。虽然活跃在

6月的流星雨并不多，但其
中牧夫座流星雨有些名气。
牧夫座流星雨活跃期从6月
22日至7月2日。6月28日
晚，该流星雨将迎来极大
规模的爆发。对于北半球
的观测者来说，观测条件
不错，其辐射点距离北斗星
很近，几乎整夜可以观测，
而且前半夜月光对观测几
乎没有影响。

本报讯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
河路快速化工程的建设牵动人
心，为实现该工程高架主线贯通
的目标，建设者们正全力冲刺。
6月24日凌晨，在建的大河路快
速化工程发生落梁。24 日上
午，记者接到报料后向有关方面
求证获悉，6月 24日凌晨0时
30分，郑州在建的大河路快速
化工程金河路口09Z050墩北半
幅发生落梁，影响范围为桥墩东
西两侧各18米。此次事故未造
成人员伤亡。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
化工程自2017年 12月 30日开
工建设以来，一直备受关注。按
照计划，该工程力争6月30日前
实现高架主线贯通的目标，工程

“时间紧、任务重”，施工人员一直
全力以赴。

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发生落梁
后，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组织相关
专家研究制订了拆解方案及安全
防护方案。初步调查原因为：预
应力筋发生较大面积崩断；支架
系统失稳。真正诱发主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据了解，目前，现场
采取的措施及下步工作包括：利
用满堂支架进行现有结构的保
护；线锯（金刚石锯）对损坏的梁
体及0号块进行切割拆解；进行
安全卸载并吊离；迅速组织预制
箱梁的生产和0号块的重新浇
筑；进行本T构的恢复性架设，预
计7-10天可恢复正常施工。

另外，为了吸取本次落梁事
故的教训，相关部门对全线质量
和安全施工工作进行一次大排
查，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注意，周五晚上有场牧夫座流星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郑州在建工程
发生落梁
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初步查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
君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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