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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想和朋友一起去法
国、西班牙自助游，原来办签
证需要到北京录指纹，现在
咱郑州有了签证中心，真是
太方便啦！”

●● ●●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北
区公朴路东村 129 号，坐落着李公朴
故居。

李公朴，祖籍江苏武进，伟大的爱
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
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爱国七君子”之一。
李公朴幼时家境贫寒，五卅运动

期间积极参加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还
曾回到家乡湖塘镇联合工商学各界
爱国人士，成立“五卅运动后援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李公朴
投笔从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
幻想破灭，愤然离开军队。1928年李
公朴赴美国留学，其间应邹韬奋邀请
兼任《生活》杂志通讯员，1930 年回
国。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公朴积
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初，应
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
命大学。同年 7月，将《全民周刊》与
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并改为《全民
抗战》。从 1937 年 8 月到 1940 年 11

月，他在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环境中，
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前往华北抗日前
线，从事战地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与陶行
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将民主教育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编《民主教育》，
组织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
会。1946年 2月 10日，国民党特务制
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等 60
余人被打伤，送进医院治疗。1946年
7月 11日晚，李公朴在云南昆明遭到
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他一生追求的民
主事业奉献了生命。

1996年 7月 12日，在李公朴殉难
50周年纪念日之际，为缅怀烈士英灵，
武进市人民政府和湖塘镇政府共同拨
款，重建故居的花围墙、头进厅屋、后
进三间楼房。1997 年年底，原址修
复。

作为常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公朴故居每年都会迎来周边学校学
生、社区居民等进行参观学习。

（据新华社南京4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英文
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已于2018年 6月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收入习近平有关重要文稿 85
篇。为适应国外读者阅读习惯，英文
版在中文版基础上增加了注释、索引、

缩略语等内容。该书英文版出版发
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
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
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
重大课题的理论思考，了解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重大意
义、主要内容、实现途径，对深刻理解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
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谁能想到，桃花会在三九严寒之
时与腊梅竞相绽放；谁能想到，春寒料
峭之际，桃树上会硕果飘香。然而，

“三九桃花红，芳春果飘香”却在内黄
县梁庄镇段村农民晁顺波手中成为现
实。

4月 8日，内黄县林海生态园的大
棚里暖意融融。一棵棵桃树叶子绿得
发亮，冬枣大小的油桃压得枝条微微

“弯腰”。晁顺波穿行在大棚里，指导
农户整根、疏果、掐尖儿。

“这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培育的最新品种‘中油金铭’，单果
最大能长到七八两，甜度高、耐运输，
售价比市场上的普通桃能贵一倍。”今
年 60 岁的晁顺波皮肤黝黑、两鬓见
白，脚上的运动鞋沾着黄土，一个地道
的农民形象。去年，这个农民带领果
树 协 会 销 售 鲜 桃 1000 万 斤 ，收 益

3000 多万元，带动 600 多户农民增
收。

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晁顺波“大胆”承包了村里的
28亩果园。在一个技术研讨会上，细
心的晁顺波发现了一种新型栽培模式
——温棚桃树，当时每斤温棚桃的价
格高达 16 元，比露地桃效益高出 10
倍左右。

仿佛发现了“新大陆”，醉心于果
树种植的晁顺波四处筹钱建大棚，准
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可上来就遇到
大棚“温控”的技术难题。他跑到外地

“取经”，却被保守的种植户“拒之门
外”。

“别人不教，就自己学。”晁顺波省
吃俭用，订阅大量果树栽培技术相关
报刊。看哪个专家发表文章多、有成
果，他就拿着刊物前去拜访。凭着那
股子踏实和韧劲，硬是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山东果树研究所，西北农林
科学院等多个科研院所形成合作。

有了科技“加持”，晁顺波的“哥儿
仨”牌“兴农红桃”在华北地区一炮而
红，还有俄罗斯客户一来就要订20万
元的货。

看着晁顺波种桃发了家，十里八
乡的农户纷纷开始尝试。没等大伙儿
找上门，晁顺波主动组织村民到自己
的果园参观，自费编写、印刷各种技术
资料 5万余份，义务举办技术培训班
1600多次，培训果农 5万多人。村民
种植中遇到问题，晁顺波随叫随到，不
少人把他的电话当成“致富热线”。

“种给大家看，领着大家干，带着
大家富。”晁顺波牵头组建内黄县果
蔬协会，投资 200万元建成了豫北地
区规模最大的果树精品示范园，先后
引进蟠桃、油桃、黄桃、杏、葡萄等名

特优新品种 157个，带动内黄县果树
种植发展到 86000 亩。协会同时建
立电商销售平台、技术托管平台、农
资直销平台，帮助果农降成本、找销
路、增收益。

果农富了、果树产业进入良性循
环，晁顺波个人也被评为省优秀乡土
人才、省优秀果树专家，他申报的“内
黄温室大桃标准化示范区”，被国家
标准委确立为国家温室大桃综合标
准化示范区。许多人觉得这是“人生
巅峰”，但晁顺波还有新愿景，他要将
自己多年来的种植经验、心得体会、
研究成果全部贡献出来，研发、制定
国家级温室大桃种植标准并向全国
推广，让全国果农都能少走弯路、增
收致富。③9

“果树王”的新愿景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4 月 9日，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我省高校新添4
个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开始
招生。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公布了全
国高校新获批的 36个本科以上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我省 4所高校的 4个
本科中外合作项目获批准，均纳入国
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

据悉，安阳工学院与荷兰布雷达
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举办城乡规划专
业本科教育项目，招生时间为 2019
年至 2024年（每年 1期），每期招收本
科生 120人；南阳理工学院与英国北
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招生时间
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 1 期），每
期招收本科生 120人；周口师范学院
与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合作举
办网络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招生
时 间 为 2019 年 至 2023 年（每 年 1
期），每期招收本科生 120人；洛阳师
范学院与美国阿克伦大学合作举办
小学教育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招生时
间为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 1 期），
每期招收本科生 100人。其中，安阳
工学院与荷兰布雷达应用科技大学
合作举办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
项目学制 5 年，其他 3 个项目学制均
为 4年。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我最近想
和朋友一起去法国、西班牙自助游，
原来办签证需要到北京录指纹，现在
咱郑州有了签证中心，真是太方便
啦！”4 月 9 日上午，郑州市民马丽亚
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北部的河南联
合签证中心，顺利完成采集指纹，成
为第一个在该中心进行法国签证指
纹信息采集的河南居民。马丽亚的
信息将及时上传到法国驻华大使馆
相关领事馆，按照程序办理签证。

来自法国的签证官现场为马丽
亚采集了生物识别信息。从今以后
河南居民在家门口即可办理世界主
要国家签证申请业务。

当天上午，有近百位市民和马丽
亚一样来到河南联合签证中心排队

办理法国签证信息采集事项。该中
心签证部副总经理段玉东告诉记者：

“以前河南居民办理法国等国家签证
申请时，需要到北京进行指纹、面部
等生物识别信息采集，随着河南签证
申请平台正式启动，今后法国、英国
签证每个月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常态
化的指纹等信息采集，下一步我们还
将争取每月举行两到三次移动指纹
采集，并进一步扩大相关签证国家的
范围。”据悉，除法国、英国外，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柬埔寨、尼泊
尔、泰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 9 个
国家的签证办理业务也将陆续在该
中心展开。

如何进行指纹等信息采集？段
玉东说：“居民在提交完申请人护照、

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签证材料后，中
心会通知申请人指纹采集的具体时
间，整个指纹录取工作 1至 2分钟即

可完成。同时，法国驻华大使馆开辟
了绿色通道，指纹等信息采集之后的
签证审理时间可节省近一半。”③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英文版出版发行

我省新添4个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今年开始招生

李公朴：一颗赤诚爱国心

河南联合签证中心进行首次法国签证移动指纹采集工作

我省居民省内就可办签证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4月9日，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河南顺之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正在察看机器设备自动生产锂离子动力电池。该公司专业从事新型能源技术的
研发，技术水平达到世界领先，生产的高能量密度动力锂离子电池远销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地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来自郑州管城回族区的马丽亚女士成为第一个在河南联合签证中心完成
法国签证指纹信息采集的河南公民。②17 本报记者 杨凌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受高空低
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本周我省天气

“大变脸”，出现了大范围降雨、降温天
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4月 10日，
我省最低气温将跌至0℃，大部地区将
出现晚霜冻。不过，这一轮降水对缓
解我省当前旱情及降尘除霾非常有
利。

4 月 8 日到 9 日，受强冷空气影
响，我省先后出现明显大风、降温和降
水天气。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作用
下，8日 17时至 9日 8时，我省大部普
降喜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商
丘、开封、许昌、南阳、信阳等 9个地区

出现大到暴雨，信阳局部大暴雨；全省
平均降水量16.5mm。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此次降水过
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旱情。省
农业气象专家介绍，此次降水过程不
仅有利于农作物抵御寒潮天气，而且
利于我省开展春耕春播工作。专家建
议，豫西及沿黄一带降水较少地区建
议尽快进行灌溉，并可适当补肥，以满
足冬小麦旺盛生长对水肥的需求。同
时，低温、大风会对正处于开花期的果
树造成一定不利影响，要结合土壤墒
情提前灌溉，也可喷施防霜剂进行预
防。③8

今日我省最低气温跌至0℃
大部地区将有晚霜冻

经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批准,
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
挂牌方式出让郑上出〔20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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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布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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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
件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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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

得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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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至
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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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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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2019
年 5月 16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 2019年 5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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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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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上街
区自然资源局303房间进行后置审核，
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上

街区发改、环保等部门对出让地块的
相关政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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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

中心路26号
联系电话：0371-68110991
联 系 人：武女士 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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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系人：仝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2019年4月 10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上国土资告字〔2019〕06号

编号

郑上出〔2019〕

5号（网）

土地

位置

金华路东侧、许

昌路南侧

使用权

面积

（㎡）

36019.87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 ＜

2.5

建筑

密度

(％)

＜25

建筑

高度

(米)

＜80

绿地率

(％)

＞35

投资总额

(万元)

≥

20711.4253

起始价

（万元）

14859

竞买保

证金(万

元)

14859

增价

幅度

（万元）

200

出让

年限

(年)

70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