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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台账民生

交通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5 月 23日，记者从
省招办获悉，根据教育部安排，各地要在今年高
考前组织一次参加高职扩招专项考试补报名工
作。我省补报名工作已启动，考生网上报名信
息采集时间为5月23日—28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高职院校大
规模扩招 100万人”。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
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技工学
校、职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凡参加此项考试
招生的，自行在网上进行注册报名（报名网址：
http：//pzwb.heao.gov.cn）。

已参加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含对口招生）
报名的考生，资格仍然有效，不再参加此次补报
名。这次补报名之后，10月份面向今年9月至10
月份退出现役的军人还将组织一次补报名。

按照政策，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
业生，可采取现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
方式；对于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各校根
据学校基本培养要求，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
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依据测试成
绩录取；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
高职院校予以免试录取。

按照规定，高职院校新生入学时间由各地
各校结合考试招生安排确定。10月份以前录
取的新生，可在2019年秋季入学；10月份以后
录取的新生，可在2020年春季入学。③9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今后在郑州14条严
管示范路上，共享单车积压1小时内处理完毕；
对渣土车闯禁行行为将进行顶格处罚；举报建
筑垃圾遗撒，可获 5000 元奖励。这是 5月 22
日，记者在郑州市召开的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严
管示范路创建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郑州在示范路创建活动中，建立市、区两级
联合执法机制，每晚8时至次日8时开展渣土车
专项执法，确保每日联合执法不断档。对“黑渣
土车”发现一辆、滞留一辆、处罚一辆。暂扣车辆
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等行为的，依法进行顶格处罚。市民可通
过各种渠道举报建筑垃圾遗撒、污染环境等问
题，查证属实的，每件给予举报人5000元奖励。

此次郑州对 14条严管示范路的单车停放
管理工作将实行“快处置、零容忍”，要求单车企
业建立运维应急机制，对积压单车 1小时内处
理完毕。严查各单车企业禁停区落实情况，同
时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组织各区（管委会）和单
车企业对 14条严管示范路落实“两个 100%”
的要求，即 100%设置有禁停区、100%设置规
范停车区。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 5月 23日从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省已出
现数十例登革热病例，绝大多数患者是在东南
亚国家感染发病。专家提醒，近期到登革热流
行的国家和地区旅游、工作、学习的，要尽量避
免被蚊虫叮咬。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经伊蚊（俗称花
斑蚊、花蚊子）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一般从
每年5月开始进入流行期，7月至 9月是发病高
峰期。从全球范围来看，登革热主要分布在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我省近年来出现的登革热病
例均为输入性病例，且数量较少。“大家不要过
于恐慌，这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传染病。”省
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黄学勇说。

据了解，登革热发病初期的症状和感冒相
似，但又有所不同。登革热引起的发热一般是
高烧，患者体温常在 39℃至 40℃。除发烧外，
登革热患者常伴有骨关节痛、头痛、肌肉痛，以
及皮疹、出血点，有的患者还可能有拉肚子、肚
子痛等消化道症状。而感冒引起的症状除了发
烧外，则多伴有鼻塞、流鼻涕、咳嗽等症状。

黄学勇说：“传播登革热的白纹伊蚊会将
虫卵产在水中，有积水的地方就会成为蚊子的
滋生地。”他建议大家定时清理家中积水，如每
日清洗花盆底托、定时为水养植物换水洗根
等；家中最好安装纱窗，睡觉挂蚊帐，室内点蚊
香；外出时应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涂抹驱蚊
剂。③8

教育

高职扩招补报名开始

郑州14条严管示范路

举报建筑垃圾遗撒
可获重奖

九条主干路：

1.金水路（河医立交桥北下桥口至金水立

交桥东下桥口段）

2.花园路（农业路至金水路）

3.嵩山路（淮河路至棉纺路）

4.中原路（嵩山路至京广路）

5.紫荆山路（陇海路至金水路）

6.文化路（农业路至北三环）

7.花园北路（农业路至三全路）

8.金水东路（金水立交桥至 107辅道）

9.迎宾路全段

五条城市快速路：

1.农业快速路全段

2.陇海快速路全段

3.京广快速路全段

4.中州大道（北四环至南四环）

5.三环快速路（东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北

三环）

郑州市14条严管示范路

登革热进入流行期，专家提醒

定时清理家中积水
可有效防控

5月 23日，郑州市西四环跨南水北调干渠斜拉桥正在紧张施工。该桥是一座独塔双索面斜拉桥，主桥塔两侧桥面各有150米长，分别跨
越中原路和南水北调干渠。西四环快速化是郑州市主城区“双环+井字”快速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上层高架和地面主干道全部采
用双向八车道。据了解，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大四环”）将于6月30日前实现高架主线贯通。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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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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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采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
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通知公告”——《关于启用新郑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新系

统的公告》），并于 2019年 5月 30日 9
时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 16 时，登录新
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大厅”系统，浏览并下载
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19年 6月 25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郑 政 新 郑 出 [2019]14 号（网）:
2019 年 6 月 14 日 9 时至 2019 年 6 月
27日 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

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
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
上竞买人参与竞买且有不低于起始价
报价的，系统自动转入 5 分钟限时竞
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司先生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5月24日

宗地编号

郑政新郑出

[2019]14号

（网）

土地

位置

龙湖镇泰山路

北侧、郑新快速

路西侧

界 址

东至:郑新快速路

西至:龙湖镇李垌村土地

南至:泰山路

北至:规划三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4698.96

土地

用途

地上二类居住

用地，地下配建

停车、配套及附

属设施（交通服

务场站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

信、通气、通供

水、通排水、地面

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0，

小于3.0

建筑密度

小于25%

绿地率

大于30%

出让年

限（年）

70

（地下

50）

起始价

（万元）

1817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8171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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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号

开封市基础教育教研室小学教研员王晨
星说，家长要帮助幼儿养成观察思考、认真倾
听、积极阅读的习惯，要在孩子自理能力、心理
承受能力、任务意识、时间观念、交往能力上多
下功夫，还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多和老师沟
通，形成家校合力。

开封市基础教育教研室幼教教研员刘振
民表示，幼儿园和家长要共同帮助孩子实现身
心平稳过渡。比如幼儿园可以设计实践性任
务，家长提示幼儿独立自主完成，每项任务持
续两三天至一周，同时将任务分解为每日小任
务，设定日程表，培养幼儿今日事今日毕的学
习习惯。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

“入学前是不是得报个

衔接班？”“幼儿园光玩，上小

学能跟得上吗？”对于一些家

长而言，孩子“上不上幼小衔

接班”难以抉择。

5 月 23 日，我省 2019

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今

年活动主题聚焦家长普遍关

注的“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那么，小学的正确“打开方

式”是怎样的？如何破除“幼

小衔接”误区？记者就此展

开采访。

经过再三考虑，王新最终放弃幼儿园大班，将
孩子送到幼小衔接班。她的决定源于邻居一句话：

“小学一年级拼音只学三周，但上学前班的那些孩
子早就学了半年，自家孩子跟不上怎么办？”

家长的焦虑，让以传授小学知识为主要内容
的幼小衔接班火爆起来。5月 22日，郑州一家幼
小衔接机构里，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一天五节课，
教拼音、算术等，一年10800元，目前2019—2020
学年的班已经报了七八成，估计半个月就能报满。

据了解，随着幼儿园游戏化、生活化课程的实
施，不少家长开始担忧，“白纸一张”的孩子无法适
应班级统一授课方式。虽然我省在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行动中，禁止社会培训机构提前教授
小学内容，但仍有不少机构不断夸大小学的“神秘
感”，利用家长“抢跑心理”招揽生源，部分民办幼儿
园也迫于经营压力迎合家长需求开设此类课程。

实践表明，过于强调知识储备的幼小
衔接，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会在
入校初期产生短暂效应，但并不利于
他们的习惯养成和终身发展。

“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的心理，学习环境、内
容、要求、形式都会发生变化，科学衔接是有必要
的。”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第二幼儿园园长吴慧
玲说，但衔接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非翻天覆地的
变化；衔接的并不是知识，而是孩子良好的行为习
惯和与生俱来的探索欲。

开封市一师附小校长孙永杰说，实践表明，
过于强调知识储备的幼小衔接，违背孩子的成长
规律，可能会在入校初期产生短暂效应，但并不
利于他们的习惯养成和终身发展。

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一些幼儿园、小学的
做法已经成熟：新乡市育才幼儿园通过组织幼儿到
小学参观、组织家长讲座等，实现情感、意识、知识、
能力的全方位衔接；开封市金明小学通过游校园、
排座位等两日活动让孩子更快适应小学生活。

在 2019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省
教育厅副厅长毛杰说，幼儿园、小学要进一步加
强双向衔接：幼儿园要注重培养幼儿生活习惯、
学习品质等；小学要关注幼儿园的学习方式，“零
起点”教学，缓坡度、降难度，采取多种方式帮助
幼儿做好入学适应。

据悉，宣传月期间，各地将结合“小学化”专
项治理行动，联合相关部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拉网式排查，如若发现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招收
学龄前儿童开展“学前准备班”“幼小衔接班”等
行为，将进行严肃处理。

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聚焦“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这才是小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是该“按部就班”

还是“提前开跑”
焦
虑

不是“翻天覆地”

而是“自然而然”
声
音

家校形成合力

培养良好习惯
建
议

郑州郑州““大四环大四环””通车倒计时通车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