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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2 月 22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日
前国土资源部正式致函该厅称，嵩
山、云台山、王屋山-黛眉山3个世界
地质公园去年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再评估，评估成果均为绿牌，3
个公园的“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可以
延期使用4年。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共有4个世界地质公园，除上述3个
外，还有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根据世

界地质公园管理规则，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每4年对世界地质公园进行一次评
估，评估成果如果是绿牌，“世界地质公
园”称号可以延期使用4年；如果获得
黄牌，只能延期使用 2年；如果是红
牌，就会被取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

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我
国8个世界地质公园进行了评估，根
据国土资源部正式通报，有6个世界
地质公园获得绿牌，江西省龙虎山、三
清山世界地质公园获得了黄牌。③3

□本报记者 杨万东

2月 16日，省教育厅公布2016年
河南省中小学“最美大课间”展评结
果，全省 217所中小学分获一、二、三
等奖。记者了解到，从 2009年开始，
我省创新实施中小学生每天两个大课
间，以此更加有效推动青少年校内锻
炼。而最近一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显示，我省青少年体质部分重点
指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成绩，与大
课间活动密不可分。

大课间活动全面推广

2月 22日上午 9时 40分，郑州市
郑东新区昆丽河小学的下课铃声响
起，学生们步出教室，从摆放在走廊里
的网兜中拿出足球，走向操场。几分
钟后，全校学生整齐地站在操场上，随
着音乐做起三项运动：足球操、手语
操、腰鼓操。不一会儿，学生们额头上
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昆丽河小学副校长史兰说，该校
除了上午40分钟的课间活动外，下午
还会在第一节课后安排25分钟的课间
活动。而每天两个大课间，已在我省
中小学推行多年。

省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处
长郭蔚蔚说，20多年来，我国青少年的

体质一直在下滑。为了改善这一状
况，省教育厅从 2009年起，在全国率
先探索实施中小学上、下午大课间办
法，保证学生每天在校课间活动要达
到 1个小时。2013年，省政府办公厅
发出通知，要求每天两个大课间体育
活动制度覆盖全省中小学。

青少年体质变化喜人

那么，全面推行大课间活动以来，
我省中小学生的体质情况发生了哪些
变化？

2014年 9~11月，我省对 7~22岁

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
调查研究。这是继 1985年、1991年、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年之后，我省开展的最新一次大规模
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调研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与 2005年~2010
年期间相比，我省儿童青少年身体形
态总体发育水平（身高、体重、胸围三
项主要指标）呈增长趋势，呼吸机能上
升幅度明显，心血管机能发育水平有
所提高。

同期，全国各地也进行了同类调
查。令人惊喜的是，我省部分重点指
标明显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肥胖检出

率：全国平均值为 12.66%，我省为
6.1%；城市、乡村男生胸围增加值：全
国平均为0.97厘米、1.39厘米，我省为
2.06厘米、1.98厘米；50米短跑：全国
乡村男生提高 0.01秒、我省提高 0.03
秒……

“成绩来之不易。”郭蔚蔚说，这与
我省开展的大课间活动是分不开的。

奠定青少年强健的基石

2014年，我省在大课间制度设计
上更上一层楼，提出“有效大课间”概
念，并确定了全员参与、适宜负荷、新
颖有趣等3项核心内容。“这些理念具
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郑州市金
水区艺术小学德育主任杨华说，大课
间不是“花架子”，该校上午大课间包
括手语操、花球啦啦操、京剧操、儿童
瑜珈共4套动作，“孩子们非常喜欢，参
与积极性也特别高”。

为促进大课间活动的推广，我省
从 2016年开始，还增设了全省“最美
大课间”评选活动。

此外，考虑到偏远乡村学校可能
缺乏体育老师，无法自行编排大课间
活动项目，省教育厅已组织编排了38
套示范操，“每套标准都不低，且易
学。”郭蔚蔚说，全省每所中小学都要
有大课间，它是奠定青少年强健的基
石。②7

□本报记者 李林

一些城管曾因粗暴执法备受关
注，而近日，发生在郑州街头的一起城
管温情执法行为，引发众多市民及网
友点赞。

耐心等待食客用完餐，还帮助烩
面店老板把桌凳搬进屋子，这是一种
偶然，还是一种执法理念转变的真实
体现？2月 21日，记者采访了解事情
的真实缘由。

2月 19日中午，郑州纬五路与姚
寨路交叉口附近，一家烩面店门前，七
八个孩子和四个大人围在两张占道经
营的饭桌前吃饭。3名穿制服的城管
队员站在一旁，没有着急上前收桌子，
而是耐心等他们把饭吃完，又帮着店
主一起把桌子搬进屋内。

饭店老板鲁先生说，饭店占道经
营有错在先，但执法人员通情达理、耐
心处理，让他很感动。

当天执法的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
未来路中队中队长李鹏告诉记者，事
发地附近有三甲医院，人流量较大，当
时了解到顾客带着孩子实在不便，就
在一旁等着他们把饭吃完，才上前去
帮着店员搬桌子，店老板很配合工作，
所以只劝导没有处罚。

上述温情执法一幕，或许让不少
市民打上一个问号：这是一次偶然吗？

2016年底国家住建部提出“721”
工作法，即城市管理过程中 70%的问
题用服务方式解决，20%用管理手段，
10%选择执法。

事实上，早在国家提出改变工作
方式之前，郑州市 2015 年就提出了

“温情执法”的理念，近两年也为此在
努力尝试，去年6月，曾轰动全国的郑
州市城管执法“视频直播”执法全程即
是一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执
法透明化、公开化，既监督执法人员文
明作为，也倡导市民共同维护城市秩
序。”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执法管理处处
长邵可说。

郑州金水区执法局局长曹俊华告
诉记者，在该局辖区内，发生城管等市
民用餐结束再纠正占道行为并不少
见，他们还曾主动帮助占道经营者安
排固定摊位、为曾经与执法人员发生
冲突的摊贩捐款治病。“做这些都是希
望能够通过一点一滴的人性化温情服
务，转变城管形象，最终达到诚心服务
一座城、与市民共建共享一座城的目
的。”曹俊华说。②9

□本报记者 史晓琪

2014年，助力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设立，填补了东疆地区无高校的空白；
2015年，帮哈密地区在全疆率先实施
普通高中学生“三免一补”政策。2月20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经过我省的
全力援建和哈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哈密地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援疆规划
的起始年，我省共安排教育援疆资金
3.6亿元，启动基础设施项目8个，确保

了“十三五”教育援疆规划开好头、起
好步。通过对哈密地区教育基础设施
的支援，哈密地区双语幼儿园由2013
年的 33 所增加到 2015 年的 42 所，
2016年规划开工建设38所(其中援疆
项目 17所)，双语幼儿园总数达到 80
所。如今，哈密地区在基本实现“一乡
(镇)一园”的基础上，实现了农村双语
幼儿园全覆盖的目标。

我省根据哈密地区和兵团第十三
师教育现状，教育援疆工作重点由“硬
件”建设向“软件”提升转移，提升了教

育整体水平。特别是我省高校发挥优
势，为哈密地区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
做出的贡献可圈可点。

2014年，新乡医学院在哈密开设
了医学研究生班；2015年，郑州大学与
哈密电大合作成立的郑州大学远程教
育校外学习中心扩大招生，增开新专
业。河南师范大学在哈密举办“卓越”
教师培训班，提高受援地中小学教师
的学历层次；2016年河师大又增设学
前教育研究生班。此外，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等我省知名高校定向哈密招收

本科生规模持续扩大，2016 年招生
234人，较上年增加了近一倍。

我省专门制订了《援疆助学金管
理办法(暂行)》，对援疆助学金的资助
对象、资助标准、实施时间、资助程序
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决定从援
疆资金中每年安排550万元，对哈密地
区和兵团 13师的学生进行补助(每生
每年6000元)，确保了在内地就读的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不因家庭贫困而失
学。”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②40

3个世界地质公园通过再评估

“小胖墩”少了 “飞毛腿”多了

最美大课间 强健青少年

我省教育援疆助力哈密腾飞

温情执法背后 城管悄悄“变脸”

□本报通讯员 李刚

父亲瘫痪需要护理，儿子年幼需
要照顾，身为初中毕业班语文教师的
乔利涛，为了不耽误教学工作，让母
亲随妻子到工作单位照顾孩子，自己
则把父亲接到学校。喂饭、洗脸、泡
脚、捶背、按摩……乔利涛用孝心演
绎着浓浓的亲情。

乔利涛家住汝州市米庙镇郭营村
乔庄，今年31岁，毕业于河南大学文
学院，2013年通过省特岗教师考试被
分配至大峪镇一中。妻子张晓娜，
2011年通过招教考试在临汝镇教学。

2015年10月，父亲患了脑梗，左
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2016年初，
儿子降生。父亲需要护理，几个月大
的儿子需要照顾，乔利涛决定把一家
人分成两拨。每星期一早上，乔利涛
的母亲抱着孙子随儿媳赶往临汝镇；
乔利涛则带着父亲赶往大峪镇。到星
期五晚上，大家都回到乔庄的家里团
聚。带着父亲去学校，用摩托车太颠
簸，也不安全。乔利涛借了 5万元，
买了一辆面包车。

教学之余，乔利涛所有时间都在
照料父亲。如果天气晴好，他就用轮
椅推着父亲到外面晒太阳。父亲夜
里要醒好几次，每次醒了都剧烈咳
嗽，乔利涛总是连忙起床，喂药、捶

背，直到父亲安然入睡。
乔利涛在大峪镇一中的住室不

到 20平方米，摆放了两张单人床和
一张轮椅，桌上摆满了教科书和作
业，还有电饭锅等生活用具，挤得满
满当当。

乔利涛感激地说，同事们给了他
很多帮助，一次他到中心校办事回来
得晚，隔壁的郭富善老师就做好鸡蛋
面给父亲端来。

“尊老孝老是俺家的家风，父亲
就是我的榜样！”乔利涛说，父亲是个
大孝子，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爷爷
奶奶，他从记事时就看到，家里做好
了饭，父亲总是把第一碗先端给老人
吃。老人生病了，父亲就跑前跑后地
伺候，不厌其烦。乔利涛说：“能照顾
好父亲，我累并幸福着。”

在照顾好父亲的同时，乔利涛把
更多精力倾注在教学工作上，因成绩
突出，他多次荣获汝州市优秀辅导教
师、汝州市教学标兵等称号。③5

乔利涛：带着父亲去学校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
强 杜佳音）2月 22日，记者从省地矿
局获悉，该局去年新发现大型矿产地
5处，继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资源保障。

在新发现的大型矿产地中，“河
南省桐柏县老湾金矿整装勘查”项
目新增金金属量40吨；“河南省偃龙
煤田深部铝土矿勘查”项目，查明铝
土矿、硫铁矿及耐火黏土矿，均达大
型规模；三门峡崤山地区发现一大
型银矿，估算银资源量 1175 吨；豫
南发现一大型碱矿，估算资源量

1338.66万吨；在西峡县探获一大型
红柱石矿床，初步估算矿物远景资
源量大于 500 万吨,是预期的 5倍。
此外，卢氏县狮子坪一带锂铌钽矿
普查圈定稀有金属矿体 67个，提交
中型矿产地一处，新发现了具有进
一步找矿前景的锡矿体，填补了全省
找矿空白。

据统计，2016年，省地矿局新探
明大量重要的矿产资源，其中金52.8
吨、银2377吨、铅锌96万吨、锡1069
吨、煤 13亿吨、萤石 500万吨、石墨
290万吨。③3

我省新发现5处大型矿产地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春节过后，全省人才市场进
入招聘求职旺季。2月 22日，在
河南人才市场举办的招聘会
上，来自医药、IT、电子、房地产、
教育培训等热门行业的知名企
业到场求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
前来应聘。⑨6

▶用人单位介绍工作岗位
▼主题招聘会现场

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转让荥阳市清华忆江南
807幢102、103号别墅房产，现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

一、交易机构：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转让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转让标的：荥阳市清华忆江南 807 幢 102、103 号别墅

房产。
标的概况：两套房产结构面积相同，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广贾路

东侧,广古路北侧，单套建筑面积255.34㎡。102号房产商品房买
卖合同号为 XY13001334841，103号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号为
XY13001334919，每套房产配备 2个地下停车位，可单套出售。
具体见现场实物，相关资料和文件备查。

转让底价：336.03万元/套，保证金84万元/套。
四、公告期限：2017年2月21日至2017年3月2日。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王女士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71-86095927 86095928
转让方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65795909
有关公告更详细的情况，请登录：www.hnggzy.com查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整体转让中牟县绿博园
东侧名门紫园26幢101号别墅房产，现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

一、交易机构：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转让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转让标的：中牟县绿博园东侧名门紫园26幢 101号别墅

房产。
标的概况：房产位于中牟县绿博园东侧九州路南侧牡丹一街

西 侧 ，建 筑 面 积 285.61 ㎡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号 为
ZM15001914863，配备2个停车位。具体见现场实物，相关资料
和文件备查。

四、转让底价：735.10万元，保证金183.7750万元。
五、公告期限：2017年2月21日至2017年3月2日。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王女士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71-86095927 86095928
转让方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65795909
有关公告更详细的情况，请登录：www.hnggzy.com查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中牟县绿博园东侧名门紫园
26幢101号别墅房产转让公告

荥阳市清华忆江南807幢102、103号
联排别墅房产转让公告

求贤若渴

2月19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鑫磊专业合作社农民正在油菜田里除
草。今年，当地引导农民大面积种植油菜，促进农民增收。⑨7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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