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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景生
谷景生（1913—2004），男，汉

族，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人。
1932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河北反
帝大同盟机关报《反帝新闻》主
编，抗日同盟军第五师宣传科科
长、团政治委员，北平左翼文化同
盟书记兼“左联”书记，共青团北
平市委书记，北平“学联”党团成
员 等 职 。 参 与 领 导 一 二·九 运
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山
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青
年 抗 敌 决 死 第 一 纵 队 民 运 部 部
长，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城工部部
长、第七地委书记，太行军区第七
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积极开展
反封锁、反蚕食、反清剿、反扫荡

的对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
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
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兼郑州警
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
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率部突破
黄河天险，开辟了豫西根据地，随
后又率部参加了淮海、渡江、广
州、广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昆明市委书
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防
空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
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
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2004 年 11 月 28 日在北京
逝世。③6

交通信息台

本报讯 （记者李建华）8月 18
日，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冠名郑
焦铁路列车，郑焦铁路“云台山号”
首发。

“欢迎乘坐‘云台山号’列车，本
次列车终点站是焦作站。”当天早上
7：15，郑焦铁路“云台山号”首趟列车
驶离郑州火车站。云台山景区联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邀请基层工作
者、铁路工人、退伍军人、旅游达人等
百名市民代表，与 30多家媒体记者
乘坐该趟列车体验云台山之旅，感受
郑焦铁路带来的“40分钟换一种呼
吸、1天换一种生活”的新变化。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和重要的
游客中转地，是云台山景区重要
的客源市场。郑焦铁路的开通，
让都市更接近自然，让云台山更
接近市场。冠名郑焦铁路，让云
台山找寻到了传播云台山品牌的
新平台、新窗口。在“云台山号”
列车内部，头枕巾、桌贴、LED 滚

动屏、车门贴、语音报站等，到处
都充满了云台山元素。“图像+声
音+文字”的全面贯穿，形成了列
车冠名品牌传播环效应，让旅客
未到其山先见其景。

“市场在发展，我们也在成长，
郑焦铁路的开通为我们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顺应市场需求
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弥补产业链短
板，真正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让游客来得容易、游得开心，是我
们不变的目标和追求。”云台山风
景区管理局局长孟小军说。③9

本报讯 （记者惠 婷 通讯员
屈会超）记者 8月 18日从教育部门
了解到，《河南省人民政府、教育部
关于共建河南师范大学的意见》近
日出台，标志着河南师大正式跨入
省部共建高校行列。

按照文件精神，河南省将把河
南师大作为我省高等教育建设的重
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在项目、经费、政策等方面予
以重点安排和优先支持；加大对学
校的经费投入；支持学校牵头组建

“河南省教师教育协同创新联盟”；
将河南师大作为高校综合改革试点
单位，总结推广改革经验。支持学
校高层次人才队伍、重点学科、高水

平科研平台建设，在博士和硕士学
位点及招生计划等方面给予倾斜。

教育部将加强对河南师大综
合改革、建设规划、教学科研、学科
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支持学校高层
次人才和管理团队建设，在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等方面给予扶持。

河南师大具有 90 多年历史，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涵盖十大学科
门类的综合性师范大学。省部共
建有利于我省高等教育结构整体
优化和布局，强化基础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河南师大是继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之后全省第三所省政府与教
育部共建高校。③12

本报讯 （记者王 平）记者 8
月 18 日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我
省启动“亮剑—秋风行动”，决定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作风整顿，打击非
法行医，净化医疗服务市场，维护
广大群众就医安全。

根据《2015 年河南省“亮剑—
秋风行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此
次行动从即日起到 11月 8日结束。
根据部署，将对全省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有以下行
为的进行作风整顿：2015年上半年
卫生监督覆盖率低于 50%的，执法

“零办案”的；自 2014年 1月以来应

向当地公安机关移交涉嫌犯罪案件
而未移交的；医疗监督联动执法、暗
访督查、警示约谈、公示曝光（违法
案件）、责任追究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无相关工作资料和痕迹）。
重点治理以下行为：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集贸市场、
早市等人员集中场所开展诊疗活
动的；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或
篡改医疗广告审查证明规定的内
容，进行虚假、夸大宣传的；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超出核准
的诊疗科目范围，擅自开展医学美
容活动、妇科诊疗活动的。③6

本报讯 （记者杜 君）8月 18日，记者从郑州
绿博园获悉，该园日前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

据介绍，绿博园现有绿地面积 130 多万平方
米，汇集各类植物 762种 54万余株，其中红豆杉、
夏蜡梅等国家三级以上保护植物 21种；园区 99个
以植物景观展示、体现国内外不同风貌的园林景
观展园，浓缩了各地不同自然景观、历史人文等科
普文化。自 2010年开园以来，园区致力于完善科
普和旅游两项服务功能，先后荣获“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全国林业科普基地”等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绿博园凭借完善的科普设施和充
足的科普展馆，除日常开展快繁育苗、病虫害监
测、气候监测、PM2.5等生态信息监测外，还以花展
和各类节庆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成为中小学生课外科普活动的第二课堂。③8

云台山景区冠名郑焦铁路列车
8月 18日“云台山号”首发

河师大成为省部共建高校

打击非法行医 净化医疗服务市场

我省启动“亮剑—秋风行动”

郑州绿博园成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8 月 18 日下午，
因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郑州、安阳、商丘、鹿
邑、林州、新密、柘城 7个市县相关负责人，以
及 20家重点运输企业法人代表被省政府集
中约谈。

7 月 29 日至 31 日，省公安厅、省交通运
输厅、省安监局三方联合成立检查组，对被
约谈的县、市及企业进行了暗访检查。当
日，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情况、上述被约谈县市的道路交通事故情况

及前期暗访检查情况。
在企业源头方面，此次暗访检查的企

业普遍存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内部安
全制度不落实等问题。商丘市开元汽车运
输服务有限公司货车 GPS 动态监控落实不
到位，部分车辆长时间离线得不到及时纠
正；南阳市鸿运汽车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营
运车辆 GPS 动态监控值班人员脱岗，对正
在运营、存在疲劳驾驶报警的客车不及时
提醒；周口市飞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郸城

分公司 GPS动态监控室未严格落实 24小时
值班制度；河南省华侨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薄弱；新密
市鑫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对全市 700 辆客
车例检流于形式；安阳市安运交通运输有
限公司内黄县汽车站对非营运车辆随意进
出车站管理不严；河南中州运输集团林州
公司对通过 GPS 监控检查发现的客运车辆
违规问题，只纠正不处罚。

在危险路段方面，此次被约谈的重点

县、市普遍存在危险路段“五定五包”工作台
账不完善、不详细，路段整治进度缓慢、标准
不高等问题；在路面管控方面，此次被约谈
的重点县、市普遍存在农村地区群众交通安
全意识淡薄，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部分县、市交通安全执法服务
站各功能区域设置不合理，未设置港湾式待
查区域。

会议要求被约谈的县、市政府及重点运
输企业认真查找问题，限期进行整改。③10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要求限期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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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 娉）最近乘坐飞机的旅客要
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8月 18日，记者从河南机
场集团获悉，郑州机场安检力度加大，建议乘客提
前两小时到达机场。

据了解，连日来，国家民航局多次要求全行业
做好安全保卫和运输保障工作，确保运输保障工
作万无一失，确保空防安全和运行平稳有序。对
此，国内各大机场都加大了对携带违禁物品乘机
的惩处力度，加强了各项安保措施；加大了开包检
查、复检以及防爆检查力度，夏季检测的重点是液
态物品，饮用水必须喝掉或倒掉。

而郑州机场安检部门表示，除了按要求可以
携带的化妆品外，其他液态物品，如花露水、口服
液、喷雾药剂等，都不能随身携带。同时也提醒广
大乘客，在办理乘机手续后，请积极配合安检人员
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对于不配合安全检查、不听
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公安机关会依照相关
法律给予处罚，情节严重者可在罚款基础上进行
拘留。③11

又讯 （记者董 娉）9 月 3 日 9：30～12：30 之
间，北京首都机场和南苑机场将关闭，届时，空管部
门将对飞越北京地区的航班实行严格的空中交通
管制。郑州机场各大航空公司已将在 9月 3日上午
9：30～12：30 期间在北京起降的航班取消。由于
当天可能还会有许多专机和包机在首都机场起降，
首都机场将会异常繁忙，请进出北京的旅客提前和
航空公司取得联系，及时掌握航班信息。③11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王正星）8月 18日，省公安厅高速交
警总队发布消息，高速警方以郑州
周边及京港澳、连霍高速公路沿线
主要站口为重点，在全省高速公路
范围开展整治套牌假牌车辆集中统
一行动。

自 8 月 13 日统一行动开展以
来，全省高速警方查处交通违法行
为 239 起，其中涉牌涉证违法行为
176起。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负责
人介绍，故意遮挡机动车辆号牌严
重扰乱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秩序，
对查获的套牌、假牌等涉牌涉证违
法行为，警方坚决做到发现一起，
纠正一起，处罚一起，始终保持高
压态势。高速交警总队邀请社会
各界对涉牌涉证车辆进行举报投

诉，可通过高速交警总队指挥中心
的报警投诉电话 0371-68208110，
也可通过“河南高速公安”官方微
博微信举报。

高速警方表示，发现车辆被套
牌时，可以向机动车登记地、违法行
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
案，违法行为发生地涉及两个以上
省辖市的，由最先接到报案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③12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8月 18日，开封市公安
局发布消息，8月 17日晚，开封市一吸毒男子为逃
避警方追捕，驾车闹市区连撞多人。目前，肇事
司机已被警方控制，暂无人员死亡，4人受伤。

8月 17日下午，开封市公安局相国寺派出所
侦破一起贩毒案，当晚 8时许，民警在抓捕贩毒团
伙嫌疑人过程中，一名男子驾车前往现场购买毒
品。发现民警后，为逃避打击，该男子驾车从小
南门里向北逃窜。开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迅速
下达指令对逃窜车辆进行堵截。该男子驾车逃
至中山路中段馆驿街东口，撞伤 4名群众后，车辆
被障碍物阻挡损坏，其被困车内。民警将该男子
控制，并迅速抢救受伤群众，维护现场秩序。

经侦查，该男子证实为吸毒人员。警方侦破
的这起贩毒案中，共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海
洛因、冰毒等毒品。目前，受伤群众正在医院救
治，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③11

新闻速递

为逃避警方追捕

开封一吸毒男子驾车撞伤4人

8月 18日，夏邑县街头公共自行车置放点，工
作人员在张贴标志。当日，该县首批 660 辆公共
自行车投放县城 44个置放点。市民存 100元即可
办理一张使用卡，2小时内骑行免费，每超过一小
时付费一元。⑤3 苗育才 摄

郑州机场安检力度加大
建议乘客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

高速警方开展集中统一行动

严查套牌假牌违法行为

▶▶新闻1+1

8月 17日，工人在偃师市信稳制鞋厂忙碌生
产。该市全力构建电子商务平台，网络销售让
鞋企实现了订单生产。全市从事布鞋批发零售
业务的电商达 200多家，年产布鞋 3.6亿双，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从业人员 10 万多人，年产值达
59.6亿元。⑤3 何 楠 摄影报道

▲员工在缝制鞋帮。
▶顾客在选购产品。

布鞋走俏互联网

1.招标条件
四港联动大道南延（滨河东路—炎黄大

道）改建工程已由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郑发改基础 [2015]281 号文件批准建设，建
设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郑州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郑发集团筹措及政
府投资，建设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勘察进行公开招
标，诚邀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四港联动大道南延（滨河东

路—炎黄大道）改建工程
2.2建设地点：郑州市境内
2.3建设规模：
本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西南部，京港澳高速公路东侧，路线总体呈南
北走向。项目起点（K0+000）始于南水北调桥
渐变段起点，与四港联动大道跨南水北调总
干渠大桥引道顺接，路线沿现状新港大道向

南于杨家寨北上跨商登高速后，经杨家寨村、
大路韩村，在坡刘村南与人民路交叉，路线继
续向南到达项目终点（K7+708.019），即规划
四港联动大道南延与炎黄大道交叉处。

本项目路线全长 7.708公里，近期暂按城
市主干道（兼具市域公路功能）实施、远期规
划为城市快速路，设计行车速度 80km/h，标准
段路基宽度 50米，桥涵荷载等级城-A级。

项目全线用地 795.43亩（新增用地 484.92
亩）；全线设置分离式立交桥一座，全长 131米；
管线保护涵 2道，长 152米；平面交叉 12处；全
线设交通安全、排水、照明、绿化等工程。

2.4资金来源：已落实
2.5招标范围：中标单位负责本项目的勘

察（含测量及所需的控制点成果）、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其中包含按照招标人的要求提
供施工图预算、工程量清单、工程量计算式）
等招标人需要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资料。投标
人提供的设计文件，不应出现遗漏或错误，若

出现应负责报送原审批机关重新调整和报
批，并负责调整估算、概算工作；投标人提供
的设计文件中的估算、概算，应注明详细的计
费依据，特别是除建筑安装工程以外费用的
计费依据。本项目包括规划范围内的所有内
容及外接电设计等。

2.6设计勘察周期:30日历天
2.7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工程勘察必须具
备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
类（含水文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甲级资质；
工程设计需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市
政公用行业甲级设计资质（含道路工程、桥梁
工程和排水工程）。

3.2拟任项目负责人：设计项目负责人具
有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具有
类似工程勘察设计经验，与投标单位签订了

劳动合同、已参加社会保险。
3.3业绩要求：企业近三年（2012年 1月 1日

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具有类似工程勘察、设
计业绩（每项业绩均须提供合同原件，下同）。

以上两项中类似工程是指单项工程建安
费在 3.5亿元以上的或里程长度在 8公里以上
的城市快速路或城市主干路。

3.4 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要
求：须具备企业注册地或项目所在地区级及
以上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
果告知函（出具日期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之
后，查询对象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负
责人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3.5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组成
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联合体成员最多 2名，
要求牵头人为联合体中负责设计的单位。联
合体协议书中需说明联合体各方的分工。

4.投标报名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至 2015年 8 月 25 日 17时，登录“郑州建设
信息网（http://www.zzjs.com.cn）”，查看“招标
公告”专栏，凭企业身份认证锁进行网上投标
报名（网上投标报名办法详见《郑州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关于网上投标报名有关事宜的通
知》）（尚未办理企业认证锁的，请咨询电话：
0371-67188883；办理地点：郑州市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一楼大厅）。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持单位介绍信

到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市
中原区秦岭路与冉屯路交叉口向南 50米中机
工程 B座 9楼）购买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元（含图纸）。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详见招标

文件，地点为郑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三楼
开标室（郑州市淮河西路 39号）。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

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日报》、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
采购网、郑州市政府采购网、郑州市建设信息
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郑州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淮河路 67号
联系人：刘部长
电话：0371-86027519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郑州市冉屯路秦岭路交叉口

路南 50米中机工程大厦 9楼
联系人：郭女士 杨女士
电话：18638009663 18638009621

2015年 8月 18日

四港联动大道南延（滨河东路—炎黄大道）改建工程设计、勘察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