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郭强）4
月 3日晚上 7时 30分，林州市政府大
院 7 号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林州市
2019年“扶贫夜校”干部培训班第三
次课正在这里进行。

“给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大家
先要明白什么是‘危房’？什么样的
房子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主席台
上，林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李
承毅直奔主题：“房屋等级分为A、B、
C、D四类，A、B级属于安全住房，C、
D级才属于危房改造范围……”台下

坐着林州市四大班子成员和各市直
帮扶单位负责人，大家边听边记。全
场 600 多个座位满满当当，无人走
动。

近年来，林州市精准脱贫卓有
成效，但他们发现，越到最后越是关

键时刻，越不能麻痹松懈。针对个
别干部不同程度存在标准不准、政
策不清等问题，林州市决定通过举
办“扶贫夜校”给扶贫干部敲警钟，
鼓干劲。

时 间 从 4 月 1 日 到 4 日 ，每 晚
7：00—9：00，参与人员包括市主要
领导、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市
直各帮扶单位负责人以及各行政村
支部书记、扶贫专干、驻村第一书记
以及全市所有帮扶责任人等共 6000
余人，培训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全市
除主会场外还设有22个分会场，最大
的分会场容纳1280人。

“扶贫夜校”授课内容丰富而
紧凑。既有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重要战略思想等理论讲解，还有

就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
政策解读。

授课效果怎么样？培训班还没
结束，林州市教体局驻原康镇西华村
第一书记梁文昌光笔记就记了小半
本，并着重记录了医疗扶贫的一些相
关政策。“这次充电太及时了！俺村
贫困户大多是因病致贫，医疗扶贫政
策用得较多，回去后我要对照政策，
看看有哪些疏漏，确保政策到位精
准。”

林州市委书记王宝玉表示，脱贫
攻坚进入决胜决战阶段，希望通过

“扶贫夜校”让脱贫干部尽锐出击，迎
难而上，精准施策，严格执行脱贫标
准程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确保脱
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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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原名邓元钊，字建钊，1906
年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县（今云浮市）一
个农民家庭。14岁到广州、香港等地打
工。1921 年，参加了香港海员工会。
随着结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他开始
接受革命思想，投身工人运动。

1922 年，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
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工人纠
察队队长，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 年春，任
中共广东油业总工会支部书记。同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指挥油业工人作
战。起义失败后，辗转广州、香港、上海
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任中共
广州市委书记、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
委会主席等职。

1931年 7月，邓发到中央苏区，任
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国家政

治保卫局局长，领导中央红军政治保卫
工作。1934年 10月参加长征，1936年
6月被派往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代表。1937年 9月回国，任中共驻
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
任。1939 年秋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
校校长。

1940 年初，党中央调任邓发为中
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一直
肩负解放区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主
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1945年 9月
代表中国解放区职工参加中国劳动协
会代表团，出席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
立大会。

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
邦宪、叶挺等同志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
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
年40岁。 (据新华社广州4月4日电)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金
志锋 王立伟）春风吹过汉魏大道，
100 米宽的大道绿廊里栽种的雪
松、晚樱等生机盎然。4月 3日，在
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南寨社区，住
在汉魏大道附近的居民石大伯告
诉记者：“这儿的空气好环境好，没
事就来转转，心里别提多畅快了。”

一城牡丹花，满眼皆绿意。汉
魏大道是洛阳市今年新织就的一
条绿廊，同时也是该市绿廊绿道建
设的一个缩影。

宜居城市最直观的标志就是
要“绿”起来。洛阳市按照“规划见
绿、见缝插绿、提量增绿”的要求，
统筹抓好荒山荒坡、河湖沿岸、道
路沿线、公园游园、街头巷尾、房前
屋后的全域绿化，增绿量、造绿廊、
筑绿带，实施了一批大手笔绿化工
程，打造“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生
态城市。

在实施廊道绿化提升的过程
中，洛阳市把提高造林绿化的质量
和成效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数量与
质量并重，生态和效益并重。种植
大规格雪松、大叶女贞等常绿树
100余万株，采取常绿、观花、彩叶
树种与落叶乔木相搭配，主要廊道
及河流沿线的荒山坡地宜绿尽绿，
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森林景观。

因地制宜实施“绿带”美化工
程。以洛栾高速、郑卢高速沿线绿
化为重点，在主要廊道及河流沿线
规划实施荒山坡地绿化1.73万亩，
营造水土保持林、风景林。

同时，高规格实施“绿廊”提升
工程。规划高速、高铁、铁路、国道、

省道、县乡道、村道、河流等廊道防
护林带建设任务 5.9 万亩，已完成
5.4万亩。目前，该市高速公路上分
布的 6个互通区与 36个收费站已
高标准绿化，形成了高密度、大绿
量、春有花、夏有荫、秋出彩、冬有绿
的景观效果。

河流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结
合“四河同治”，洛阳市重点围绕
伊、洛、瀍、涧四条河流，以及黄河、
北汝河等主要河流，按照河道每侧
50米至300米的标准，规划营建沿
河绿带2.5万亩，着力打造水清、岸
绿、景美的滨河岸线风光。

此外，该市持续推进“一心一
环”“五河”“五山”“五都”绿化，在
原有 150个小游园的基础上，今年
再新建和提升小游园 50 个，进一
步提升城市区绿化品位，实现“推
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目标。

目 前 ，该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5.28%，绿色发展带给群众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洛阳市林业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力推进全域
绿化、提升绿化质量、实现绿化惠
民，让河洛大地处处碧绿满眼。③5

河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姬常兴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
月 1日在开封逝世，享年 75岁。

姬常兴，1943年 6月出生，河北
省武安市人。1967年 7月参加工作，

1984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开封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开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河
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河南大学师范学
院党委书记。2003年6月退休。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在信阳市光山县砖桥镇街道南侧，
有一处清代砖木结构建筑，它就是河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大湾会议会址
纪念馆。3月 28日，记者走进这处历经
风雨洗礼的革命旧址，一件件展品、一
幅幅图片，将时间拉回到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时的硝烟岁月。

纪念馆设丰功园、将军厅等多个展
厅。在丰功园展厅，信阳市委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祝辉向记者介绍：1947 年 8
月，刘邓大军千里南征，来到大别山作
战。面对缺粮少药，水土不服，语言不
通等诸多困难，少数部队士气低落，纪
律松弛，甚至产生了右倾情绪。而此
时，敌军几十万人已将刘邓大军包围。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刘伯承、邓小平决
定在砖桥镇的“文氏祠堂”召开旅以上
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增强斗志。

会议为什么以“王大湾”命名？纪
念馆讲解员宋丹阳说：“在与国民党军队
的战斗中，刘邓大军的一部电台和密码

本被夺去，为保密起见，会议用‘王大湾’
作为代码，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地名。”

1947年 9月 27日至 29日，会议进
行了三天三夜，研究部署了发动群众、
建立巩固大别山根据地，打歼灭战，解
决部队给养等问题，要求各级干部明确
扎根大别山的思想，担负起胜利歼敌、
自筹给养、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号召：
“每一支部队，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做
到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不能讲任
何价钱。”邓小平作为政委，分析了重建大
别山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及艰巨任务，强调
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受会议精神鼓舞，刘邓大军战胜种
种困难，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饱满的斗
志，取得了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一系列
重大胜利，很快扭转了战局。

走进纪念馆内邓小平的旧居，只见
一地青砖凹凸不平，木床和木桌布满斑
驳，破旧的薄被、陈列的手枪……一件件
红色藏品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峥嵘岁月。

为保护好革命遗迹，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2009年 4月，王大湾会议会址纪
念馆经修建对外开放，展出各类文物
6000多件。历史已被永久地定格与封
存，但是革命的伟大历程激励着后来人
传承红色基因，继续奋勇前进。③4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一线见闻

王大湾会议会址纪念馆：

大别山战局从这里扭转

邓发：工人队伍里成长的革命家

河南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离休
干部戴衍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 12月 23日在郑州逝世，享年
90岁。

戴衍钦，1929年11月出生于山东
省金乡县，1946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河南省
委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河南省委办
公厅秘书处副处长、河南省委办公厅
机要处处长、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河南省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省国家
保密局局长等职。1991年4月离休。

姬常兴同志逝世

戴衍钦同志逝世

城市绿廊
打通古都生态“绿脉”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牟县自然资源
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
经开出〔2019〕006号（网）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联合发
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储备用地。
产业准入条件均属于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中仓储业中其他仓储业。属于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2013 年修正）中鼓励类、允许类项
目。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建设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及《建设项目用地产业条
件》，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
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
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 年 4 月 5 日至
2019年4月24日。申请人需办理数字
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
http://www.zzsggzy.com/“办事指
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点击“交易主体
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19年 4月 25日至2019
年 5月 10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9年5月8日17时。网上
交易活动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
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详
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 房间进行查
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取
得《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
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规划国土资源局515室进行后置审核，
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

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
〔2016〕60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
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
《挂牌出让须知》。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
联系地址：新安路与前程大道交

叉口东北角郑州国际物流园区规划国
土资源局515室

联系电话：0371-60806989
联系人：闫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

路郑发大厦7021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郭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牟县自然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

2019年4月5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35号

编号

郑政经开出

[2019]006

号（网）

土地

位置

南三环（规划路名物

流大道）以南、凤河

东街（规划路名花马

东街）以东

使用权

面积

（㎡）

4405.26

土地

用途

仓储用地

（地下空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6

建筑

密度(％)

＞60

建筑

高度(米)

生产性

建筑＜

40，非生

产性建

筑＜80

绿地率

(％)

＞10，＜

20

总投资

(万元)

≥2650

起始价

（万元）

276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76

出让

年限

(年)

5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林州精准施策发力脱贫攻坚

“扶贫夜校”战鼓擂

下图 洛阳洛浦公园西苑桥附近
新提升的健康步道。②47 曾宪平 摄

图① 4月 4日，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外环路上，宇通智联无人驾
驶巴士进行试跑。

图② 市民在体验无人驾驶巴士。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①①

②②

本报讯（记者 李林）4月 4日，无
人驾驶高科技与芳容显现的河南“陆
家嘴”龙湖金融岛亲密“牵手”，完成
了无人驾驶巴士在河南本土的首次
亮相，同时也意味着“河南造”将为

“中国智造”注入新动力。
当天，在郑州郑东新区龙湖金融

岛，记者看到两辆宇通L4级无人驾驶
巴士停放在路边，长约5米，外形十分
呆萌。与普通车辆相比，最大的不同
是车内根本没有驾驶员座位。只要轻
轻说，“小宇开灯”或“小宇开空调”，巴
士就会自动打开相应设备。

记者试乘无人驾驶巴士在龙湖金
融岛内行驶一周，感觉平稳流畅，当前
方出现障碍物，车子会自动减速停

靠。由于是纯电动能源，噪音极小。
据相关科技人员介绍，宇通自主

研发制造的无人驾驶巴士有十分聪明
的“大脑”，可以通过车体四周多个超声
波雷达和激光雷达，360度无死角地
感知障碍物，且可以在 200毫秒内作
出快速反应，具备智能交互、自主巡
航、换道、避障、超车、会车、跟车、进站
以及紧急制动、精确停靠、路口通行、
车路协同等功能，最高车速可达40公
里/小时，续航里程可达200公里。

记者了解到，在刚刚闭幕的博鳌
亚洲论坛上，该款无人驾驶巴士引来
多国参会政要参观体验并获得称赞，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智造”的实力和
魅力。③5

无人驾驶巴士
“智慧”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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