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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点赞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

河南创新发展跑进“快车道”
□本报记者 孙华峰

焦点快讯

话题
背景

本期焦点

4 月 11 日，河南省政
府正式转发了《国务院关
于同意郑洛新国家高新区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批复》，提出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
创业中心。这是河南开春
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行走江湖，须有与众不
同的利器；改革开放成就了
深圳，城市直辖造就了重
庆，有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河南会发生哪些
变化？对此，河南网友点赞
认为，这将成为河南经济发
展的“绿色通道”和核心竞
争力，三地只要能够良好互
动，将直接辐射带动全省的
经济发展，乃至推动整个中
西部地区的发展。

网聚观点

焦点报道

“第四届中原文物网上有奖竞答”活动启动啦！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大河网诚邀您来一起

“穿越”历史，“考证”历史，“猜想”历史！
据介绍，此次竞答活动由河南博物院、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大河网联合主
办，活动时间为 2016年 3月 18日至 5月 18日，颁奖
日期为 2016年 6月 11日中国文化遗产日。

网友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1.登录河南博物院
官方微信（订阅号）：河南博物院；2.登录河南博物院
网站 www.chnmus.net参与“第四届中原文物网上有
奖竞答”在线答题,或将答案发至河南博物院《每周
一 品》邮 箱 ：meizhouyipin@chnmus.net，咨 询 电 话
0371-63511183。答题时，请准确填写姓名、年龄、
职业、地区等有效联系信息。

据了解，本次活动设置优秀答案奖、竞猜达人
奖、最佳畅想奖、最佳童趣奖等多个奖项，获奖者将
会获得由河南博物院提供的河南优秀文化产品，并
将参与 3部华为手机的抽奖。 （张 磊）

4月 23日至 24日，由大河网主办的河南 18地市
骑友联谊会将在郑州市举行。活动中，大河网将免
费为参会的骑友发放春季骑行服。白天，骑友们将
沿黄河岸边骑行，进行自行车主题比赛。晚上，露营
扎帐，篝火晚会，大河网将通过互动游戏给骑友们送
上丰厚的奖品。

活动集合地点位于郑州开元路天河路交叉口，
报名方式如下：登录大河网眼遇社区报名；致电
0371—65798716报名；加入大河网骑友会官方QQ群
161022499报名。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欢迎河南 18地
市骑友与大河网一起赴一场春天的约会！（马 娟）

近日，《40年感恩一家两代把保姆
照顾到 105 岁了》的新闻引发网友热
议。54 年前，河南孤寡老人诸秀珍到
郑州市民徐洪山家做保姆，帮带 4个孩
子，孩子们叫她“姥姥”。此后，无儿无
女的她就成了他们的亲人，40多年来，
徐家两代人对老人呵护备至，不离不
弃，如今她已 105岁了。徐洪山老人的
儿子徐毅勇说：“对我们来说，姥姥早
已成为家人了，我们会继续孝敬她。”
网友说，爱可以跨越血缘，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这是中华民族真善美正能量
的传承，是人间大爱的体现！

网聚观点

亲情可以超越血缘

@kellykeron：人与人就是这么神
奇，从保姆变为“亲人”，既有付出，也
有感恩，两者缺一不可。谁说社会冷

漠？这种跨越血缘关系的真挚感情，
就是最好的反驳！

@塞外东风：十四年朝夕相处，爱
早就跨越血缘亲情，你在我生命中默默
奉献，我在你夕阳黄昏时呵护陪伴。这
种跨越血缘的真情，更令人钦佩。

懂得感恩的人最美
@庐人境：种下一颗爱的种子，收

获了一个安详的晚年。不必说“善恶
终有报”，要知道，诸秀珍当年尽职尽
责地做好保姆工作并不是为了晚年能
有人照顾；而徐家人最初也不会想到
要对保姆不离不弃。这是两家好人的
故事，却温暖了很多人的心。

大河网网友“爱笑的眼睛”：懂得
感恩的人最美，徐家两代人懂得感恩
回 报 ，让 我 们 看 到 了 人 性 的 至 善 至
美。我们为诸秀珍点赞，因为她真诚
付出；我们为徐家人点赞，因为他们懂

得感恩和责任。

爱暖人心 要代代相传
大河网网友“十年一刻”：双方的

真诚付出谱写了一曲凡人赞歌，这赞
歌是中华民族真善美正能量的传承，
是人间大爱的体现！爱暖人心，要代
代相传！

@雨中漫步2A：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
时期下这样的传统美德不能丢。我们
每个人都能像徐家人那样心存善良，
心存感恩的生活，社会就会充满暖暖
的正能量。

记者连线

社会需要更多爱心构筑和谐

4月 13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省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李江福。他说：

“徐家人的做法深深地感动了我。为
了一个与他们家庭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的老人，两代人齐上阵，精心照料赡
养，体现了他们的大爱无私。他们用
真情温暖了老人的人生，也温暖了更
多人的心。”

李江福认为，幼有所教、壮有所
用、老有所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但要完全做到并非易事。如今各种社
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但还不能面
面俱到，这就需要更多人愿意从点滴
做起，献出爱心，互帮互助，社会才能
更和谐。“有时，我们会去埋怨人生遇
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是因为人们
总会不自主地忽视生活中美好的东
西，放大了困难和问题。”李江福说，其
实好人就在身边，他们用自己不太强
壮的肩头，默默地奉献着责任和爱心，
正是这些平凡人的默默付出，才成就
了不平凡的事。

延伸阅读

超越血缘的亲情故事

王宽，1942 年出生于河南淮阳县
郑 集 乡 ，曾 任 郑 州 市 豫 剧 团 团 长 。
1998年退休后，王宽夫妇陆续收养了 6
名老家的孤儿。为了供养孩子们读书
学艺，王宽放下自己国家一级演员的
身段，去茶楼卖唱，这一唱就是 7 年。
2016 年，王宽当选“感动中国”2015 年
度人物。

陇 海 大 院 ，位 于 郑 州 市 二 七 社
区。院里的居民高新海，1976 年突患
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致高位截瘫，随后
父母哥哥相继去世，留下他孤零零一
人。陇海大院里的邻居们自觉承担起
照顾他的义务，至今 38 年从没间断。
2015 年，“陇海大院”当选“感动中国”
2014年度人物。

现年100岁的张桂山是大家心中的“百岁女神”，从
三尺讲台到自家30平方米的小房子，她从未放弃过手中
的教鞭和对音乐的热爱。

张桂山是河南省淅川县人，开封市十四中学退休
音乐教师。退休后 40年来，张桂山义务辅导各类学生
学习音乐。她的学生中，有五六岁的孩童，也有七八
十岁的老人。张桂山的学生们说：在张老师100岁的坎
坷人生中，她领取工资教了40年的音乐，不收分文又教
了40年的音乐。有的学生打趣说：“张老师教学生如果
收费的话，这么多年，这么多学生，她早成富翁了!”40
余年中，她的坚持成就了很多贫困学子的音乐梦。
2016 年 4 月 14 日，张桂山荣登中国文明网《好人 365》
封面人物。 （安艳鸽 朱丽文）

把示范区建成中国的硅谷

大河网网友“牧野飞鹰”：河南应
抓住机会，创新发展，把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成咱们中国的硅谷乃
至世界的硅谷。相信郑洛新今后的发
展必是杠杠的！

@中原一点虹：这是国家送给河南
的一个大礼包，必须点赞。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示范区，实际上，相当于河南
有了三个示范区，郑洛新三地的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都能享受到国家的优惠
政策，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地协调互动避免同质化

大河网网友“君子好球”：发展中的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三地一定要协调互
动，千万不能盲目发展。我们要想集中
力量搞发展，不能分化力量，三地发展
的差异化，还能够进行有效的互补，形
成良性互动。

@长发竹子：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郑洛新应该分别找到自己的定位，差异
化发展，做出自己的特色。如果三地乱

上项目，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既会造成
发展的同质化，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实现中国梦需中原更出彩

大河网网友“云中天”：一连串的利
好消息，让河南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
这个有力的国字牌支持，将会给河南的
科技创新发展带来更强的发展动力。
河南定将不辜负重托，使中原更出彩，
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河网网友“蒹葭水光”：河南是中
国的缩影，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习大大也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国家连续对
河南施以政策支持，是希望河南更加出
彩。我们要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的步伐。

“先行先试”加快创新步伐

省科技厅厅长张震宇日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将
举全省之力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并以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纲统筹
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我省要设立 3 亿

元的示范区专项资金，成立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
金，争取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
持示范区建设。”

4月 12日，郑州高新区有关负责人
接受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介绍，示范区
的获批，意味着高新区拥有了“先行先试”
的权利。除了将享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相关政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自
身发展特点，在自主创新体制机制、企业
扶持、用人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多
方面“个性化”制定各项“先行先试”的政
策。这将使郑州高新区创新能力增强，
辐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加快郑州高新
区跻身全国第一方阵，从而带动全市、全
省北斗导航、电子商务、动漫创意、智能仪
器仪表等电子信息产业自主创新步伐。

三市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袁金星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
科学研判国内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
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建设自主创新示范
区是落实这一战略的重大部署，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郑州、洛阳、新乡是
我省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体系最完

备、创新活动最丰富、创新成果最显著
的区域，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不仅为全省提高区域创新体系效
能、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助力经
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也为我省在新
常态下创新经济增长动力和模式、增强
区域综合竞争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南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
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
扣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
产业优势和创新资源集聚优势，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
碍，在科研分配激励、人才培养引进、产
学研协同创新以及高新区发展模式等
方面积极探索；着力推进开放式创新，
坚持在开放中创新、在合作中共赢，构
建开放合作体系，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最大程度的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能
力。着力加快协同创新，建立沟通协调
机制，围绕三市的产业发展特色，进一
步明确各自的创新功能定位，形成三市
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
协同创新格局；着力完善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围绕产
业链完善资本链，围绕资本链助力创新
链，加快形成人才、技术、资源交互迭
代，产业、资本、市场融合推进，孵化、投
资、运营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近日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4月 12日 大河网）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世界上保存文
物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
是民族智慧和艺术的文化载体。同时，文物又是不
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因此，保护文物、发挥文物
作用，已经变得现实而迫切。

我国博大而精深的文化，造就了璀璨的历史文
物，从司母戊大方鼎、甲骨文，到金缕玉衣、唐三彩、
青花瓷，每一件文物上都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都蕴
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根脉。而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和
民族的文化传承。

人类社会活动与历史文物保护，是个亘古难解
的矛盾。这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历史文物似乎
也加剧着湮灭的命运。譬如镇江千年粮仓虽入围

“2009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挖
掘机的命运，让位于“如意江南”房地产楼盘的开
发。安徽宿州煤矿修铁路破坏近百平方米文物遗
址，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被改造成夜总会，这样
的新闻时有发生。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难题。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无数的历史经验
表明，对一个民族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文化的迷
失。没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即使物质文明再发达，也
只是一道虚幻的海市蜃楼。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这些
话，博人深思，只有始终对历史文化保持一种敬畏，
保护好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珍存，才能留住
中华民族之“根”！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昼赏黄河景夜看篝火会
大河网邀18市骑友联欢

你对中原文物了解多少？
网上竞答，奖手机哦！

保护历史文物 把“根”留住
□司晗澍

记者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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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遇·河南

爱相随 一家两代照顾保姆到105岁了
□本报记者 张 磊

“百岁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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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郑州奥马置业有限公司委托，郑州市产权
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产权市场”）对其持有的河南
中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股权进行公开转让。
挂牌价格为 1907.92万元（人民币）整。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河南中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1

月 11日，法定代表人：刘树森，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咨询

（金融资产除外）；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实业、项
目的投资；企业收购、兼并及重组的策划咨询。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郑州奥马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38％的

股权。
河南协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36％的股权。
李斌持有标的企业 26％的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河南中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批
准（郑财开[2016]2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河南中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计 5142.26 万元，负债总计122.58万元，净资产 5019.68万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情况
经评估，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河南中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计 5143.42 万元，负债总计

122.58万元，净资产 5020.84万元。评估结果已经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备案。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1.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
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2016年 5月 12日。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
定受让方。

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期内向郑州市产权交易
市场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缴纳受让保
证金 100万元（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
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
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
交易价款、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未成功，
则全额无息退还。

联系人：钟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9195
邮编：450000
网址：http://www.zzgz.gov.cn/ccsc/
电子邮箱：zzcqjysc@163.com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
2016年4月14日

河南中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38%股权转让第二次公告
（2016）05号

受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齐礼阎社
区居民管理委员会委托，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以
下简称“产权市场”）对郑州市扁电缆厂整体产权
进行公开转让。挂牌价格为 504.78万元（人民币）
整。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郑州市扁电缆厂成立于 1989年 10月 21日，法

定代表人：闫玉安，注册资本：260万元，公司类型：
集体所有制，经营范围：扁电缆。

二、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郑州市扁电缆厂职工大会

决议通过，并经郑州市二七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批准（二七体改字[2015]1号）。

三、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14年 8月 31日，郑州市扁电缆

厂资产总计 865.01万元，负债总计 496.33万元，净
资产 368.68万元。

四、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情况
经评估，截至 2014年 8月 31日，郑州市扁电缆

厂资产总计 1001.11 万元，负债总计 496.33 万元，
净资产 504.78万元。评估结果已经郑州市二七区
淮河路办事处统计信息中心备案。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受让方可以是企业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其

中法人受让需要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自然人受让需要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和支付能力。

2.需按照职工大会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安置
职工。

3.受让方须承担原企业全部债权债务。
六、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

2016年 5月 12日。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
定受让方。

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期内向郑州市产权交易
市场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缴纳受让保
证金 50万元（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
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
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
易价款、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未成功，则
全额无息退还。

联系人：钟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9195
邮编：450000
网址：http://www.zzgz.gov.cn/ccsc/
电子邮箱：zzcqjysc@163.com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
2016年4月14日

郑州市扁电缆厂整体产权转让二次公告
（2016）06号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6年 4月 29日 10时至 2016
年 4月 30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91/13）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

拍品名称：焦作市中站区雪莲路北焦作市方华陶粒有限公司自
建厂房及所有机器设备（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自 2016年 4月 14日起至 2016年 4月 28日 16时（工作日）之前接
受咨询，有意者请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或登录淘宝网查询。

优先购买权人应于 2016年 4月 27日之前向法院提供有效证明（合
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经法院确认，优先购买
权人如参加竞拍需网上报名并缴纳保证金，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咨询电话：0391-3386080 联系人：王法官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