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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王璐）6月 6日，记者从郑州
大学第三次党代会上获悉，该校实施“三步走”一流大学发展战
略，将通过实施“6+3”方案完成一流学科建设布局。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牛书成说，自2009年召开第二次党代会
以来，郑州大学紧紧围绕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和综合性研究型办
学定位，以一流建设为主线，加快转型发展与内涵建设步伐，学
校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先后进入国家“一流
大学”建设和教育部“部省合建”高校序列，实现了河南高等教育
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

据悉，郑州大学实施的“三步走”一流大学发展战略为：2017
年至2020年，为总体布局阶段，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建成国家一流大学；2020年至2035年，是全面建设阶段，建成国
际知名的综合性大学，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35年至本
世纪中叶，是快速发展冲刺阶段，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布局方面，郑州大学将通过实施“6+3”方案，完成以肿
瘤防治与转化医学、绿色催化、资源材料、中原历史文化、工程安
全与防灾、绿色高效农业 6个学科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一流学
科建设布局，近期实现肿瘤防治与转化医学、绿色催化、资源材
料3个一流学科重点突破。③7

郑州大学奋力推进
一流大学建设

既限高又限容积率

大棚户区改造，环境变优、绿地更
多。根据新规，大棚户区改造项目限制

“高容积率、高强度”的开发模式，三环以
内的居住用地绿地率不得低于30%,三环
以外的居住用地绿地率不得低于 35%。
同时，明确提出新审批的住宅类建筑高度
不得高于100米。

“养老房”将变大

关爱老人居民社区，“养老房”将变
大。新规条款中要求：新建住宅区应按照
建筑面积30㎡/百户的标准配建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用房，且最小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200㎡。举例来说，一个1.5万人的居住小
区，按照原标准需配建养老用房 1085㎡，
而按照新标准需配建养老用房1406㎡，增
加面积321㎡。同时，3万人以上的居住区
应按人均用地不少于0.1㎡的标准，配建独
立占地的养老院一处，床位数为100~150
张。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便利的社会
养老服务条件。

“母婴室”将增多

公共场所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母婴
室”。为支持母乳喂养，营造文明友好环
境，新规要求：经常有母婴逗留的交通枢
纽、大型商业建筑、医院、综合性公园广
场、旅游景区、文化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
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 10㎡的独立“母婴
室”，并配备基本设施，且不应与厕所共用

一室。新规划地铁站应配建使用面积不
小于10㎡的独立“母婴室”。

充电桩不再难找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不再难找。新规要
求住宅汽车充电车位同步建设比例由原来
的2%提高到10%。大型公建和社会公共
停车场充电车位同步建设比例由10%提高
到15%。工业和物流仓储项目按照10%的
比例同步配建机动车充电设施。

新规中细致入微的“亲民”举措还有
很多，比如中小学校规划建设的用地标准
提升至 18㎡/生、居住建筑每单元至少设
置一台可容纳担架的电梯等等。③7

关乎你的“小日子” 贴近你的“小需求”

“郑”规划 很“暖心”
□本报记者 李林

从上学到养老，从“母婴室”到充
电桩，从限高到限容积率……6月 7

日，记者从郑州市城乡规划局获悉，

将于7月正式印发执行的《郑州市城

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 修订

版）》，在贴近民生上体现诸多亮点。

据悉，这是郑州对标国内“一线

城市”制定的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新

标线”。其中，新规划的诸多设施能

让普通市民的“小日子”过得更舒心。

6月 7日，农户在宁陵县赵村乡杨庄村 1+1
生态农业园里采摘富硒甜瓜。该生态园种植的
150亩绿色无公害富硒甜瓜陆续成熟，吸引了众
多客商前来收购采摘，亩效益达2万多元，带动了
当地80多户群众脱贫致富。⑨3 吕忠箱 摄

富硒甜瓜
引客来

□冯军福

城市建设重在规划，城市规划核

心在人。长期以来，城市在快速发展

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不良症状：建高

楼大厦的多，搞园林绿化的少；热衷于

修 马 路 的 多 ，注 重 城 市 配 套 建 设 的

少。经济数据虽然好看了，但市民的

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城市规划建设，要做到“建人民所

需所想之城”。归根结底，城市是用来

给人居住生活的，城市的主要魅力，是

能让人生活得更舒适。多点人情味，

多些人性化设计,城市才能留住人、留

住心。此次郑州制定的城市规划新规，

在民生小事上发力，从细致入微处抓起，

不管是“养老房”，还是“母婴室”，目的都

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安心、省心、舒心。

细节之处见真情，像郑州这样把“人”字

刻在规划者心中的

举措，还可以多些

再多些！②32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何挺颖：“不朽井冈英雄”

把“人”字刻在
规划者心中

何挺颖，1905 年 5 月出生于陕西南郑，1920 年考入汉中
联立中学。1924年何挺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同时开
始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25 年 5 月参加五卅运动，6 月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为了革命的需要毅然转入上海
大学社会系，学习革命理论。同年冬，何挺颖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1926年夏，何挺颖受党组织派遣到北伐军部队任团指导员，
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党组织又
派何挺颖到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干部连任党代表。同年9月，在团
长卢德铭率领下，何挺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
军第一团一连党代表，9月29日三湾改编中，被任命为第一团三
营党代表，随部进军井冈山。10月23日，在进军井冈山途中时遭
敌军袭击，与毛泽东率领的团部和一营失去了联系。何挺颖和营
长张子清率部队转战茶陵等地，并会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
震林，同年12月将部队带上井冈山，何挺颖随即被任命为第一团
党代表。

1928年 4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红色武装在井冈山
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四个团，何挺颖
任第三十一团党代表。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何挺颖率部参
加了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战斗。他政治坚定，作战勇敢，
指挥果断，成为井冈山时期我军著名的军事指挥员和党的优秀
干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 8
月，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指挥不足一个营的
兵力，凭险抵抗，击溃了湘赣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取得
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同年冬，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
兼团党委书记。

1929年 1月 14日，何挺颖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
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1月下旬，何挺颖在江西大庾
战斗中身负重伤，转移中又遭敌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4
岁。

1991年 4月，南郑政府在东郊建成了何挺颖烈士纪念碑，碑
基座上镶贴着“古城学潮”“南京路上”“奔上井冈”“永新大捷”“黄
洋界上”青铜浮雕，碑体上镶镌着“何挺颖烈士永垂不朽”和“不朽
井冈英雄，千古人民功臣”的金色大字。

（据新华社西安6月7日电）

本报合肥讯（记者 栾姗）旋转、掘进、突
破……合肥市轨道交通3号线2标段紫锦区
间，一台主轴承直径2.6米、工作面直径6.28
米的盾构机转动起巨大的刀盘，在地下十几
米的深坑里缓缓前行。

“主轴承被誉为盾构机的‘心脏’。这台
国外生产的‘洋盾构’已经连续工作超过
1300小时，安装的正是我公司与洛阳LYC
轴承有限公司联合自主研制的首
套国产盾构主轴承。”6月 7
日，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陈建说。

当天，由航空精
密轴承国家重点实
验室、洛阳 LYC 轴
承有限公司主办，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
公司协办的复合盾
构（直径 6.28 米）国
产主轴承使用状况
评估暨推介会在合肥
举行。经过学术论证
和现场查看，专家组一致
认为，该国产盾构主轴承已
经具备替代进口主轴承的实力，
标志着盾构机核心部件“中国造”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掘
进机械分会秘书长宋振华评价说：“复合盾
构（直径 6.28米）国产主轴承的主要精度指
标、滚子分组差、游隙符合设计标准，采用的
套圈、滚动体材料及热处理等工艺达到或部

分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技术水平，能够满足工
程使用要求。”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已有53个城市开工建
设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规模超9000公里，盾构
机市场前景广阔。但长期以来，盾构机主轴承
生产被瑞典、德国等国垄断，甚至一度出现国
内盾构生产企业跑到国外抢订单的现象。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大国
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盾构机主轴承
国产化研究，“我们在研
发盾构机主轴承设计
分析技术、大模数齿
圈单齿背冷感应淬
火技术等方面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掌
握了盾构机主轴承
设计、检测、制造等
一系列核心技术，形
成了国内独有的材

料、热处理、检测标准，
成功给‘洋盾构’换上‘河

南轴’。”该公司副总经理庞碧
涛说，下一步，公司将继续优化盾

构机主轴承的研制水平，提升产业化和规模
化水平，与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推动
盾构机的“中国智造”进程。③9

首套国产盾构主轴承通过专家组验收

“洋盾构”换上“河南轴”

微评

三环以内的居住用地绿地率不
得低于 30% ,三环以外的居住用地
绿地率不得低于 35%

大棚户区改造

新建住宅区应按照建筑面积
30㎡/百户的标准配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用房

“养老房”变大

经常有母婴逗留的公共
场所，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不少
于10㎡的独立“母婴室”

“母婴室”增加

住宅汽车充电
车位同步建设比例
由原来的 2%提高
到 10%

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不再难找

制图/党瑶

图为中铁隧道集团合肥盾构组装车间
内，装有国产主轴承的盾构机即将出厂投
用。②29 余纪伟 摄

（上接第一版）两项指标降幅在全省排
名第一，在 2+26通道城市位居前列；
卫河、共产主义渠水质连续 7个月实
现稳定达标，6次被省政府给予生态补
偿奖励，实现历史性突破。

“这份高分‘环保答卷’，是苦干出
来的，是拼出来的，也是广大干部敢担
当的真实写照。”新乡市环保部门负责
人说，怕麻烦、怕风险、怕责任、怕得罪
人……除了时代背景、个人水平的限
制，党员干部不敢担当是造成环保历
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原因；“敢转争”活
动增强了干部的担当意识，解决了干
部担当的后顾之忧，让新乡干部把责
任担当扛到肩上，这才让新乡优良天
数同比增加 61天，成为全省三项指标
全部完成省定任务的两个地市之一，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经验
在全省推广。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干部担当和
能力的“双重考验”。新乡以“敢转争”
实践活动为抓手，破解了一批影响新
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历史遗
留问题。

对全市 89 个问题楼盘进行摸排
梳理归类，明确处置措施，主城区 53
个问题楼盘中 27个项目相关问题已
初步解决到位；辉县市 11个问题楼盘
中有 9个拿出了具体解决方案，涉及
的回迁安置楼相继复工建设，回迁安
置群众1155户。

推进诉调对接多元化解工作，今
年 以 来 全 市 共 排 查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11247 件，调解 11247 件，调解成功

10887件，各类矛盾纠纷明显减少，群
众幸福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敢担当让新乡饱餐“螃蟹宴”

新乡市委主要领导说，敢担当不
仅仅体现在敢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也体现在创新性、开拓性地开展工作
上，要敢为人先当“开路先锋”，敢当、
甘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年多
来，新乡市大胆创新突破，多项工作引
领全省“风尚”，“螃蟹大餐”吃了一次
又一次。

封丘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是省委、省政府“三山一滩”扶贫重大
战略的试点项目，新乡市发改委、封
丘县积极探索滩区搬迁的路子，建立
联户代表制度，充分发挥滩区群众主

体作用，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公平
公正为原则，以群众意愿为中心，以
产业发展为带动，积极推进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工作。第一批试点 5 个村
群众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完成入住，群
众满意率达到 100%，创重大项目群
众“零上访”奇迹，迁建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为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创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17 年 5月 8日，国家相关领导人视
察黄河滩区，对封丘县迁建试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夸赞封丘县“干的好”

“群众满意就是你们的经验”。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2017 年 9 月，
作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
乡片区核心区的新乡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率
先行动，精简机构、全员聘任、绩效考
核、薪酬激励，砸掉了干部手中的“铁
饭碗”，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释
放了干部创新创业热情，让干部工作
作风明显改变，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招 商 引 资 和 科 技 创 新 得 到 了 新 发
展。高新区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率先实施体制机制改革，得到
了省自创区的表扬，并获得专项奖励
资金 2000万元。

国家四部委遴选确定新乡为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试点城
市申报工作由市财政局牵头，市住建
委、市发改委、市环保局等多部门协调
配合完成。经过近一个月共同努力，
新乡相继通过省财政厅等四部门组织

的竞争立项预评审和财政部等四部委
组织的资格预审、竞争性评审，成功入
围国家冬季清洁取暖示范城市试点，
未来三年将获得国家 15亿元的中央
财政奖补资金，2017年第一批中央补
助资金4亿元已划拨至市财政局。

成功创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
范城市，获批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全省首家军民融合产业基地、首
个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落户新乡，辉
县市被批准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
先行区……新乡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说，一个个全省“首家”“独家”“第一”的
争相出现，成绩来之不易，是各级干部
勠力同心、顽强拼搏的结果，是广大干
部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为新乡今后的
发展赢得了主动、赢得了空间。

让干部“敢”字当头 把责任担当扛肩上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买礼物、陪伴、电话问候……每个人
对父母表达孝顺的方式都不一样。如今，一场以“孝亲”为主题
的“旺旺孝亲奖词曲歌唱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6月 7日，记
者从大赛主办方获悉，活动自4月 20日在两岸开赛以来，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此次活动由旺旺集团主办，中天电视、凤凰网、北京日报、
湖南日报等 40余家主流媒体协办。旨在通过孝亲歌曲的创作
与传唱，“让孝顺成为一种习惯”。凡年满12周岁的两岸人民与
其他地区华人、以中文词曲创作的音乐爱好者皆可参加，报名
截止时间为8月31日，10月将在上海举办颁奖典礼。主办单位
提供比赛总奖金173万元人民币。

主办单位表示，在第二届旺旺孝亲奖活动进行中，还将举
办“全民传唱”“群星齐唱”“现代24孝故事甄选”等活动，促进亲
子沟通，提高正能量。③9

用歌曲传唱亲情
“旺旺孝亲奖”173万元征集孝亲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