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32018年 10月2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冯军福 美编 党瑶

●● ●● ●●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兰考县国有建设用地出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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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有

待挂牌

待挂牌

待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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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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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5

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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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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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0.9

2018.
10.9

二、挂牌地块的位置示意图

三、联系方式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网址：http://www.hngtjy.cn/）或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0371-22778532，联系人：张女士。

经兰考县人民政府批准，兰考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左力

椰丝红薯糯米糍、金丝薯汤龙
虾球、百香果酸奶红薯泥、四味牛油
芝士烤番薯……小小的红薯被做成
了 172 种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9 月 27 日，在首届“唐河红薯文化美
食节”上，红薯在大厨们手中变换出
各种花样，不断挑战着“薯粉”们的
味蕾。

红薯一直是唐河县的传统杂粮
作物之一，因其水分少、香甜可口，渐
成品牌，然而一度由于销路有限，普
通红薯价格一直徘徊在每公斤 1.5元
左右，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境
地。

“这两年情况可大不一样了，现
在新鲜红薯刚上市，我们一天就能发
1500至 2000单快递。”在城郊乡王庄
村的书强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书强和十几个社员正忙着给刚

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称重装箱，包装
箱上贴着网店二维码和快递单。李
书强告诉记者，现在一箱 2.5 公斤装
的鲜红薯，根据品种不同能卖 16 元
至 28元，线上线下每天能卖出 3万公
斤。合作社还通过红薯深加工创造
了更高的价值，红薯粉条、红薯精粉
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局面的改变缘于唐河县近两年来
抓住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
和“唐河红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的契机，成功把“唐河红薯”打造成闻
名全国的品牌。

目前，唐河县红薯种植面积已达
20万亩，亩产达 2500公斤，年产值 3
亿多元。今年，唐河县专门制定了《唐
河红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将引进国
内外红薯新品种，建立繁育基地，并与
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成立红薯
试验站，引进高层次人才，用现代科技
支撑红薯产业发展，把红薯做成农民
增收致富的“大餐”。③5

刘畴西，1897 年生，湖南长沙望
城人。1920 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2 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1期，曾
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同年 11月
毕业后，任教导1团3连党代表。

1925年，刘畴西在参加讨伐陈炯
明的东征中负重伤，截去左臂。1927
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 24师参谋，
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营长、团参谋长。
192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学习。1930年 8月回国，被派往中央
革命根据地。

1930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作
战中，红一方面军在龙冈设伏，担任正
面阻击任务的红 3军第 8师师长龙芝
道阵亡，红军总部立即命令刘畴西接
替指挥。刘畴西率红 8师于东韶拦腰
截住敌人，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
作用。红军总部表彰红 8师“追如猛
虎，守如泰山”。后率部参加第二、第
三次反“围剿”。刘畴西英勇善战，指
挥若定，屡建奇功，被中央根据地人民
誉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不久，刘畴西调任瑞金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为红军培养了
大批军政干部。1932 年 7 月调任红

21军军长，率部转战闽赣边区，开展游
击战争，配合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
剿”作战。

1933年，刘畴西任闽浙赣军区司
令员兼红军新编第 10军军长，闽浙赣
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领闽浙赣根
据地军民全力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五
次反“围剿”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曾获中革军
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 7月，中央决定由寻淮洲
率领的红 7 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
队。11月，红 7军团与刘畴西、方志敏
率领的红10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10
军团，仍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刘畴西
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

同年12月，红10军团在浙赣边界
的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刘畴西
率部反复冲杀，浴血苦战，仅有的右臂又
被敌人打伤，终未能突出重围，于1935
年 1月被俘。狱中他坚贞不屈，同敌人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难友们说：“脖
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

1935 年 8 月 6 日，刘畴西在江西
南昌英勇就义，时年 38岁。新中国成
立后，长沙县人民政府给刘畴西的遗
孀送去了“伟大英烈”的金匾。

（据新华社长沙10月 1日电）

小红薯做成致富“大餐”

刘畴西：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2019年推
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网上平台开放，10月 25日之前，符
合条件的高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都
可网上申请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记
者 9月 30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具
有推免资格的高校共有10所。

这 10所高校分别是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工
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按照规
定，具有研究生推免资格的高校可以推
荐本校规定数量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去初试，在规定的日期前直接到报
考单位参加复试和办理接收手续。

推免生应是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

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不含专升
本、第二学士学位、独立学院学生)，成
绩优秀，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
学术成果记录，并且符合招生院校具
体综合评价要求。

9月 28日~10月 25日，全国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http:
//yz.chsi.com.cn/tm)开放，推免生资
格审核确认、报考、录取以及备案公开
等相关工作均须通过这一平台进行，
未经备案的推免生无效。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被招生单位
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
全国研究生统考。规定截止日期前仍
未落实接收单位的推免生，可参加当
年全国研究生统考报名。③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白秋津

因煤而立、以煤而兴的平顶山市，
综合实力曾位居全省第一方阵。如
今，在面临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动力
不足等问题之际，平顶山又该如何找
准着力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日前，省委第五学习调研组走进
平顶山，实地调研煤焦化工、尼龙新材
料、机械装备产业发展情况，感受资源
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记者随调研组走进平顶山尼龙新
材料产业集聚区，在尼龙科技公司的
生产厂区内，前来装货的卡车排起了
长龙。“一期项目自2016年投产以来，

盈利结构凸显，不仅成为平煤神马集
团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还成为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尼龙
科技公司负责人说。

尼龙科技公司的蓬勃发展，是“中
原煤仓”向“中国尼龙城”产业转型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平顶山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突出转型发展主题，把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在构建高层次产业体系方面，平
顶山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由“一
业独大”转向“多元支撑”，坚持做大总
量与调优结构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重，以“中
国尼龙城”为龙头，以优势主导产业
为骨架，着力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
夫，形成尼龙新材料和盐化工及 PC、
新能源储能、高端装备制造、特钢不锈

钢、煤焦油深加工、碳新材料、健康食
品“1+7”制造业产业体系。

前不久，我省首款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获国家专利金奖的新一代抗艾
滋病一类新药阿兹夫定项目，获得科
技创新奖励资金50万元，其产业化步
伐将进一步加快。同时，随着省“十三
五”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平高集团电力
储能产业、平煤神马集团高端储能产
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落地生根，将进
一步推动平顶山传统产业由偏粗偏短
偏重向绿色高端智能化转变，为高质
量转型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高质量转型发展，需要统筹协调、
各有侧重的多维转型。平顶山在推动
产业转型的同时，全面推动城市、生
态、文化、社会转型，使绿色成为高质
量发展最美“底色”，用文化塑造城市
魅力、滋养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成果更
多体现在民生改善、幸福指数提升上。

该市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
手，解决城市发展的方式、空间、环境、
要素以及社会结构等问题，推动城市
形象重塑、功能重建；同时，做活“水文
章”，建好“绿屏障”，治理塌陷地，不断
建设绿色城市、水韵城市、智慧城市、
宜居城市。

如今，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中，树
木丰茂，游人如织；依水而建的新城区，
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穿城而过的湛河
水域，河水清澈，景色宜人……昔日的

“煤城”正在向“绿城”转变，处处展现着
旖旎风姿，勾画出和谐诗意的画卷。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
议指出，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平顶山市不断“钉
钉子”“剥洋葱”“通竹竿”，把产业转
型、城市转型、生态转型、文化转型、社
会转型推深做实，闯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③4

深入学习调研
聚力中原出彩

平顶山转型发展促提升

“中原煤仓”蝶变“中国尼龙城”
2019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启动

我省10所高校具有推免资格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30日，随
着省骨科医院站变电所设备的一次送
电成功，郑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实
现全线交流“电通”。作为郑州市2018
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地铁5号线建设
又一次攻克重大节点工期目标。

郑州地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洞通、轨通、电通、开通是地铁建设“四
部曲”。继今年 6月 10日郑州地铁 5
号线实现全线“洞通”、6月 30日实现

全线“轨通”，如今，5号线实现了全线
交流“电通”，为今年年底的空载试运
行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下一步，郑州地铁 5号线
将开展包括车站内动力和照明设备、
信号通信设备的联调联试工作及接触
网牵引供电设备的送电热滑工作。按
照规划，今年年底 5号线将实现空载
试运行，2019年上半年实现通车载客
试运营。③8

郑州地铁5号线全线交流“电通”
为今年年底的空载试运行奠定了基础

10 月 1 日，濮
阳县郎中乡大赵寨
村一农家院内，孩子
在丰收的玉米囤上
贴出“农民五谷丰
登，祖国繁荣昌盛”
的大字，用丰收的硕
果献礼国庆。⑨3
赵少辉 摄

庆丰收
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