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十一版)与平煤神马集团共建“平煤神马
学院”，围绕企业技术需求开展应用研究。二是
服务于“中原电气城”建设。重点打造了电气信
息类学科专业群，与平高集团共建“平高学院”，
开展人才订单培养。三是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
需要。重点打造文化创意类学科专业群，与大
河网共建大河传媒学院。探索形成了“以项目
为纽带，校媒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四是服务
于中原优秀文化传播。学校利用地缘优势打造
特色陶瓷学科专业群，拥有“河南省两个唯一”，
填补了“国内两项空白”：设有河南省唯一的一
个国控特设的陶瓷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该专业
目前全国只有6家；建设河南省唯一的一个“中
原古陶瓷研究河南省重点实验室”。陶瓷学院
院长、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师梅国建带领团队
成员恢复了失传千年的唐代花釉瓷制作技术，
填补了国内空白；2015 年梅国建又成功研发

“东窑·浦东陶瓷”，被定为上海传统工艺技术，
填补了浦东文化的一项空白。

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 邢勇
近年来，南阳理工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这一根本任务，以实施“合力育人工程”为
具体抓手，搭建“合力育人工程”协同平台，围
绕五个“育人协同”和十大“育人体系”，构建起
科学合理的“三全育人”协同机制，逐步建立健
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体系，
形成可推广、可复制、行之有效的南工方案。
2018年 6月，学校被河南省教育厅批准为“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河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
点高校为契机，重点围绕打造我校思想政治工
作“双三”工作模式（即围绕落实“三全育人”工
作要求，通过做好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思
政工作队伍和全体教职工、红色社团三支队伍
的结合，解决“全员”的问题；通过加强课上课
下、校内校外、学期假期的结合，解决“全过程”
的问题；通过实现线上线下、软硬环境、文化文
明的结合，解决“全方位”的问题），以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夯实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和铸魂战略工程，在
工作中注重创新，完善机制，深化活动，培育品
牌，打造我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合力育
人工程”的品牌亮点，推动全校师生参与的常态
化、科学化、机制化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生态的
有效提升和改善，推动学校建设发展，把思想政
治工作提到一个新阶段，再上一个新台阶，交出
一份新业绩，创出一个新局面，在转型与创新中
走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更美的春天。

安阳工学院校长 景国勋
安阳工学院笃定“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

位，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地方资源打

造办学特色，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做法简要
归纳如下。

一是突出特色，强化航空。围绕服务中原
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及安阳航
空运动之都建设需求，倾力打造“航空专业集
群”，现已有航空类专业（方向）14个，其中飞行
技术专业已有 3届毕业生，全部顺利毕业、就
业，飞上蓝天，受到订单航空公司的一致好评。
二是突出平台，强化支撑。通过平台筑巢引凤，
凝聚人才，锻炼队伍，建有“河南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等省市级平台及重点实验室 38个，
平台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三是突出科技，强化
创新。积极推进政产学研合作，开展协同创
新。近几年，与企业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课题
150余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863”
项目等科研课题近 20项，2次荣获“中国产学
研合作创新成果优秀奖”。四是突出服务，强
化应用。注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接地
方产业链，不断调整完善学校专业建设，通过校
校、校企、校所、校地紧密结合，构建协同育人机
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安阳钢铁集团、南方航空河南分公司
等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及协同创新基地 183个；
与林州市人民政府、内黄县人民政府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开展深度合作，积极开展“百名
专家帮百企”活动中。五是突出文化，强化育
人。着力特色文化育人体系建设，积极实施“安
阳文化进校园”工程，开设安阳文化系列选修课，
建成安阳文化展馆，成立红旗渠精神研究院。

“安阳文化进校园”工程获批河南省第一批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牌重点建设项目，荣获“河
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秀品牌”等。

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 胡大白
黄河科技学院创办 35年来，始终以“敢为

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拼搏、实干、奉
献”的创业精神，不断抢抓机遇，改革创新。作
为全国第一所建立党委的民办高校，建校初期

“十年找党”的故事传为佳话。学校形成了“党

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
工作机制，提出了“以党建为核心，全面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的思政模式，构建了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合力，荣获“全国优
秀民办高校”“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河南省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致力于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学校构建了“本科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相
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人才培养过程，建立“一体两翼四平台”的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建立“国家—省市—校内”三级
实验实训体系，打造“创客咖啡—创客工厂—创
客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创新创业
孵化链条。先后荣获首批“全国毕业生就业典
型经验高校”、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及“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等称号。坚持需求导向，不断提升科技创新
和社会服务能力。围绕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建成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研发基地、省级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等高层次教学科研创新平台 50余
个。学校16个研发中心实现技术产业化，成立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河南新经济研究
院等智库平台，出版了全国首部省级民办教育
蓝皮书《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和全国首部创
新创业蓝皮书《河南创新创业发展报告》。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董事长 王淑芳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建校 26年来，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校、特色办学、科
学发展的基本思路，将学校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60余年的办学经验与校情相结合，不断深化爱
国、劳动、感恩“三大教育”，持续实施秩序礼
仪、文明宿舍、学生整洁“三大竞赛”，着力强化
环境、教书、服务“三方育人”，凝练形成了内涵
丰富的大学文化特色。

学校始终坚持“非营利”办学，“重育人”理念
和“应用型”办学，按照学校创办人提出的人才培
养目标、“两证多照”的教学模式和“毕业即就业，

上班即上手”的培养人才要求，认真实施，其人才
培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从升达校门走出来的
学生，有的在国家机关工作；有的在国内省内知
名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有的在世界知名学
府深造或在北京大学任教；有的自主创业取得
非凡成就。令我们十分欣喜和引以为豪的是，
去年12月 13日和今年4月8日，升达校友李新
艳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协调官和“王
杰班”战士王楠，相继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
见，在社会上，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在
新的形势下，升达学院将继续坚持培养高级应用
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特
色鲜明的建设目标不断创新发展，为创建全国一
流、河南领先的、人民满意的民办高校而奋斗。

郑州科技学院董事长 刘文魁
30多年前，当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

阶段时，大量求知青年被挡在大学门外，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
于 1988年创办了郑州科技学院。学校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得到了上级领导、教育同行和学生家长的
认可。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四种精
神”，即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大公无私的奉献
精神、团结拼搏的实干精神、锐意改革的创新
精神。这“四种精神”一直激励着全校师生从
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

当前，全国民办高校发展很快，全国独立设
置民办高校达到700多所。要想在众多民办高
校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有一
个长远发展目标。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要办好

“四个大学”：一是办学思想站位要高，办好社会
主义大学；二是办学理念定位要高，办应用型大
学；三是办学视野精度要高，办新型国际化大
学；四是对接需求准度要高，办职业教育大学。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教育得到了更大的
发展，民办教育也迎来了“黄金时代”，我们将
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学习兄弟院校的成功办学
经验，矢志不渝地办好高等教育，为河南的教
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黄河教育奖”颁奖仪式

郑州财经学院学生现场表演精彩节目

以高质量发展助力河南高等教育更加出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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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市国土资源
局郑东新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 让 郑 东 新 区 龙 湖 区 域 郑 政 东 出
〔2019〕3号（网）、郑州综合交通枢纽
东部核心区域郑政东出〔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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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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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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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至 2019年 5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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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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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至
2019年 6月 3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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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东龙
大厦）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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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东出〔2019〕3、4号（网）

宗地土地出让金缴款期限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

（二）郑政东出〔2019〕3、4号（网）
宗地为产业准入用地，产业准入条件
以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
展局出具的《郑东新区建设项目用地
产业准入条件》为准，参与竞买的单位
或个人在挂牌期内须取得郑州市郑东
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建
设项目符合产业准入条件的意见。郑
政东出〔2019〕3 号（网）地块联系电
话：0371-67179822，李元；郑政东出
〔2019〕4 号（网）地 块 联 系 电 话 ：
0371-67179223，贾金宇。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
关于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
序，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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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

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东龙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371-67179410
联系人：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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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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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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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号

编号

郑政东出
〔2019〕3号

（网）

郑政东出
〔2019〕4号

（网）

土地
位置

龙湖中环
南路南、
龙腾二街

东

动力北路
北、嘉苑
东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55185.94

6957.82

土地
用途

地上：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餐饮、
旅馆用地
地下：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地上：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批发
市场、餐饮、旅
馆、商务金融）
地下：商服（零售
商业、批发市场、
餐饮、旅馆）、交
通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

＜5.0

建筑密
度(％)

＜50

＜70

建筑高
度
(米)

＜20

40-45

绿地
率(％)

＞25

—

投资总额
(万元)

≥
135343.65

≥
25048.26

起始价
（万元）

68000

970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68000

9700

增价
幅度

（万元）

500

500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开发
程度

三通
一平

三通
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