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杨阳

AⅠ·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
法规规定，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郑州市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受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拟协议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二、受让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提

出用地申请。

三、用地申请登记
申请人自2019年7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23日（30日内）持意向申请书、

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持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有关文件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国土规划住建局提出书面用地申请。

至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8月23日18时00分，此地块如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意
向用地者的，协议方式出让改为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四、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地 址：郑州高新区国槐街8号
联 系 人：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981695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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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用生命护卫五星红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实习生 王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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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当太阳悄然接
近地平线即将喷薄而出时，北
京天安门城楼下，总会准时响
起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
队国旗护卫中队官兵高擎国
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跨过金
水桥，穿过长安街，在嘹亮的
国歌声中，整整46秒，五星红
旗精准地升上30米高的旗杆
顶端，以最舒展的姿态飘扬在
金色的阳光里。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国旗护
卫中队。在国旗护卫中队荣
誉室，墙上张贴的“护卫国
旗，重于生命”八个大字十
分醒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
队国旗护卫中队中队长杜林
的老家在南阳，从2011年12
月入伍以来，杜林一直在国旗
护卫中队，执行天安门升降旗
任务1000余次，他早已熟悉
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组建
28年来，一代代官兵爱党爱
国、无私奉献，恪尽职守、不辱
使命，将‘护卫国旗，重于生
命’的庄严承诺，化作拳拳爱
国之心、报国之志。”杜林说。

从普通一兵成为一名国
旗护卫队员，杜林清楚其间的
训练艰辛和心理路程，国旗护
卫中队的日常训练必须练好

“三功”：一是“站功”，二是“走
功”，三是“持枪功”。“每过一
关，都要流几斤汗，脱几层皮，

掉几斤肉。”杜林说道。
杜林回忆说：“国旗护卫

队员新兵训练时，每天训练时
间在10个小时以上，日均行
进2.7万步，经常湿透三四身
衣服，有时一天要喝6000毫
升水，4个月的强化训练结束
后，我的体重从 195 斤瘦到
135斤。”2012年7月12日下
午，杜林成为同批兵中第一个
补入国旗护卫中队方队的正
式队员，这个日子杜林记得非
常清楚。

有人说，国旗护卫中队官
兵是铁打的，能忍受常人难以
忍受的疼痛。杜林告诉记者：

“没有谁天生就是铁打的，为
了心中的信仰，苛刻的选拔和
严酷的训练，最终把我们百炼
成钢。”

每次升旗降旗，令杜林
最难忘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围
观群众热忱的眼神。静默、
凝视、仰望、屏息、敬礼、
欢呼……杜林说：“那一刻，你
能看到他们眼中晶莹的泪光，
感受到他们胸膛急促的心
跳。头顶，是飘扬的五星红
旗；身后，是亿万人民的目光，
护卫官兵的每一张面孔、每一
个动作，都是向国人乃至世界
展示自信的窗口。”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和象
征。我们只有护好‘祖国第一
旗’，站好‘祖国第一哨’，高举
旗帜跟党走，才能不辜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杜林的话语掷
地有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国旗护卫中队中队长杜林

深度融合交通先行

郑新融合加速推进，跨
黄河通道先行。当日发布的
规划总蓝图中提出，要加密
跨黄河两岸节点之间的联
系，促进新乡与郑州、开封
融合发展，未来要形成跨河
通道共16座，其中8座为现
有或在建，并再规划及谋划8
座。

郑新深度融合，轨道网
必不可少，未来新乡将有8条
轨道线通达郑州、开封。

在铁路方面，除了在运
行的京广高铁、京广铁路和
在建的郑济高铁，还将谋划
新建濮潢铁路，并在长垣、封
丘设站，对接开封。

在城际铁路方面，新乡
还将谋划建设郑新城际铁
路，设新乡东站、平原示范区
站，对接郑州南站；谋划建设
新开城际铁路，设新乡东站、
延津站、封丘站通达开封站。

另外，依托市域轨道促
进郑新融合，服务平原示范
区、获嘉及新乡县南部等环
郑州地区与郑州通勤化联
系，还规划了郑新市域和郑
新南市域西线。

其中，郑新市域线承担
郑州与新乡之间日常通勤功
能，线路始于郑州地铁13号
线白沙北站，与郑济铁路合
建郑济铁路黄河特大桥，经
平原示范区站、新乡东站后
往西北至辉县站。远期规划
时间为2025年-2029年。

郑新南市域西线承担郑
州与南太行景区直接客运联
系功能，并带动新乡市域西
部地区与郑州联系，线路始
于郑州地铁7号线东赵站，利
用郑州至新乡高速黄河大
桥，设平原示范区西站、亢村
站、获嘉南站、辉县站、南太

行站。远期规划时间为2035
年-2040年。

在公路网方面，在现有
的京港澳高速、S101基础
上，目前正在建新晋高速，
规划建设郑太快速路，实现
四条公路从新乡通达郑州市
区。

从新乡到郑州白沙组
团，将有六条道路可选：新建
郑新快速路、延津中牟快速
通道、安罗高速、S224，改扩
建 S506 为 新 原 快 速 路 、
G107东移。其中郑新快速路
规 划 建 设 时 间 为 2020
年-2022年。

发力铁路建设

借力借势中原城市群发
展动能，结合平原新区站等
枢纽建设及郑州大都市区城
际铁路建设，新乡也在争取
开行市郊短途和周边城市城
际中短途，打造新乡与中原
城市群内城市及与郑州的

“半日商务圈”和“一日生
活圈”。

在国铁干线网方面，新
乡谋划新增濮潢客货铁路，
起于濮阳，终点至潢川，承担
京九铁路复线功能，新乡境
内经长垣、封丘至开封，设长
垣站、封丘站。建设时序为
2023年-2028年。

谋划新增新菏高铁客运
专线，起自新乡东站，东经长
垣县接入菏泽东站，建设时
序为2030年-2035年。

城际铁路网方面，规划
新焦城际、焦林城际、新开城
际、郑新城际，形成“一横三
纵”城际铁路网格局。

新焦城际建设时序为
2019年-2023年，线路起始
于新乡东站，往西经获嘉南
站，与郑焦城际接轨，设新乡

南站、获嘉南站。
焦林城际建设时序为

2038年-2043年，线路起始
于焦作，经云台山，沿太行山
脉经辉县南太行片区，向北
至林州，设南太行站。

新开城际建设时序为
2030年-2035年，线路起始
于新乡东站，往东经延津县、
封丘县跨河至开封北站，考
虑延津县、封丘县设站，设森
林公园站、延津站、封丘站。

郑州至新乡至鹤壁城际
建设时序为 2025 年-2030
年，线路起始于郑州，跨河北
上经新乡东站至鹤壁东站，
设卫辉站、新乡东站、平原新
区站。

谋划市域快速通道建设

在空中交通方面，新乡
将规划新乡市城南、新乡县、
原阳县、获嘉县、封丘县、延
津县、辉县市（太行山）等通
用机场，实现“县县通”。近期
将建成长垣、唐庄通用机场，
基本实现30分钟航程覆盖
全市域，远期建成完备的通
用航空服务体系，实现15分
钟航程覆盖全市域。

此外，为提升航空运输
便利性，新乡谋划完善对接
都市区空铁联运、公铁联运
等换乘体系。

另外，新乡还在谋划12
条市域快速通道建设，分别
为：新辉快速路（G234）、
G107 卫辉段、新卫快速路
（S101改线段）、新长快速路
（S310至长垣段）、新延（封）
快速路（原S311至封丘段）、
新原快速路（S506改线）、郑
新快速路、龙凤快速路、新新
快速路（解放大道南延）、新
获快速路（G234获嘉段）、郑
太快速路。

新乡市发布综合交通发展战略规划

未来新乡23条道路通郑汴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陶纪燕 李震

郑州地铁13号线、7号线，郑新城铁、郑新高速、郑新快速路、高铁……未来，
郑州到新乡，你能想到的交通方式都可通达。

加速郑新深度融合，新乡主动发力。7月24日，新乡市政府发布《新乡市综
合交通发展战略规划（2018—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期限为2018年
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依托现有和规划的16座黄河大桥，未来，新乡将有8条铁路、5条高速公路、
10条干线及市政公路，共23条道路通达郑州、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