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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171名
急救人员全程护航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今天上午
9时，高考大幕开启。今年高考恰逢
端午假期，全省数十万考务人员放弃
休息，全力投入高考的组织管理、保障
服务工作。

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突破百
万，全省考点、考场及考务人员也相应
增加。高考期间，全省各级教育、宣
传、公安、工信、纪检、保密、卫生等部
门将协同联动，全力为考生保驾护
航。按照统一部署，今明两天，各相关
部门将集中办公、协同联动，快速研
判、密切配合，做好交通疏导、安全保
卫、食品安全、医疗防治、电力保障等
工作，积极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应考环
境、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今年，我省 继 续 实 行“ 无 声 入
场”、多证核对、人脸识别、考场统一
配备文具等措施，把作弊考生、作弊
器材拦在考场外。“无声入场”，即考
生入场检查时，金属探测器没有发
出报警声响方能通过。此外，考生入
场严格实行指纹、照片、证件“三对
照”，继续采取人脸识别技术，对考生
入场照片与报名照片进行逐一比对。
高考全部安排在标准化考场进行，各
个考场均实行现场和视频“双监考”，
现场与网上“双巡查”。各相关部门将
全力打造和谐高考、平安高考、人文
高考、诚信高考、公平高考。③4

本报讯（记者 孙静）端午节到
了，市场上粽子种类繁多，消费者应
如何挑选？省市场监管局6月 6日发
布信息，提醒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粽
子时，应注意查看食品标签是否规
范；购买新鲜粽子时，应查看粽体形
状和气味是否异常。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粽子一般
有三种，真空包装粽子（常温粽子）、
速冻粽子和新鲜粽子，其中真空包
装粽子和速冻粽子为预包装粽子。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士提醒，按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要求，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品
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
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

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
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
代号等，“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粽子
时，应注意查看标签是否包含上述
信息。”

此外，购买预包装粽子时，还应
查看包装袋是否完好，真空包装粽子
不应出现破损、漏气或胀袋等现象。

选购新鲜粽子时应注意什么？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要做好“科学四
步”。首先，选择正规商场、超市或市
场；其次，查看粽叶是否包裹完好，粽
体形状是否完整，确保无霉点、无露
米、无变形；再次，要注意闻气味，若
粽子有酸味等异味，表明已变质；最
后，不要过度追求粽叶颜色，粽叶呈
墨绿、黄绿、淡黄都属于正常。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段亮
亮）记者 6月 6日从郑州市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获悉，根据郑州市卫健委安
排部署，该中心已全面做好2019年高
考医疗保障准备工作，今年将有 171
名急救医护人员、57辆急救车全程为
高考考生保驾护航。

为有效应对高考期间的突发事
件，根据安排，该中心将在金水区、中
原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各安排
3至 10 辆救护车流动巡诊。除此之
外，郑州市56个市属急救站在线救护
车及值班急救人员作为“第二应急医
疗梯队”，听从120指挥调度大厅的统
一调派。所有急救车辆备足、备齐各
种抢救设备、急救药品和物品，时刻保
持应急待命状态。在执行院前急救任
务时，所有救护车一律禁止鸣笛，为考
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与此同时，急救人员将24小时值
班，确保急救绿色通道和急救网络通
信畅通，以保证伤病员能够及时得到
救治。高考期间，急救人员将在各巡诊
考点大门口醒目位置待命，巡诊时间为
6月 7日和 8日 8：30至 11：30、14：30
至17：00。考生若有身体不适的情况，
可及时拨打120寻求帮助。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6月 6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今年端午假期
和高考期间，我省以晴天为主，无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有利于高
考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预报如下：

6月 7日，全省晴天间多云，傍晚
到夜里西部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
西部山区 26℃~28℃，其他地区 29℃
~31℃。最低气温：西部山区 18℃~
20℃，其他地区21℃~23℃。

6月 8日，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
雨。最高气温：北部、中东部 31℃~
33℃，其他地区 29℃~31℃。最低气
温：西部、北部 17℃~19℃，其他地区
21℃~23℃。

6月 9日，全省晴天间多云。最高
气温：西部山区29℃~31℃，其他地区
33℃ ~35℃。最低气温：西部山区
18℃~20℃，其他地区20℃~22℃。③8

□本报记者 曹萍

6 月 6 日 是 第 24 个 全 国 爱 眼
日。目前，我国青少年高近视率、近
视低龄化等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
视，对于近视的治疗也存在各种各样
的说法。专家提醒，一旦患上近视是
无法通过治疗仪、按摩等治愈的，家
长不要被各种宣传所误导。

形成近视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用
眼，尤其在电子时代，不论孩子还是大
人，双眼都被各种屏幕所“绑架”，极易
造成近视以及各类眼部疾病。相关调
查显示，我国 0 至 6 岁的孩子中，有
66.6%的人从4岁开始接触电子产品，
每天玩平板电脑或手机的时间为 1.5
至 2小时。“长时间盯着屏幕时，眨眼
次数会减少 1/3，眼球表面更多泪液

蒸发，导致干眼症；加之眼睛长时间处
于紧张状态，肌肉无法得到放松，会导
致视疲劳及视力下降。”6月5日，郑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二病
区主任熊凤枝对记者介绍。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商家开发出
各种“防蓝光”眼镜，声称可以抵抗各
种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蓝光在自
然界中也是存在的，长时间刺激确实
会对黄斑区的视细胞造成伤害，但其
实电子产品中的蓝光微乎其微，所谓
的‘防蓝光’眼镜作用也很有限，更多
是商家的噱头。”熊凤枝说，真正预防
近视，还是要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单次不宜超过
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同
时，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能
够有效预防近视的发生。③8

本报讯（记者 陈辉）6 月 6日上
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 5G商用正式
开始。

5G 牌照的发放，意味着具有高
速度、低时延、高可靠等特点的5G新
技术正式推向市场，将构建起高速、
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加速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 产业经济
贡献》认为，预计 2020年至 2025年，
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
达 10.6 万亿元，5G 将直接创造超过
300万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中国联通已在包括郑州
在内的 40个城市开通 5G试验网络，
搭建了多种5G行业应用场景。中国

移动河南公司当天发布消息，将加快
推进 5G网络建设，进一步扩大郑州
主城区重点区域的覆盖，于今年 9月
底前在郑州提供5G服务，用户“不换
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

对消费者最为关注的5G终端和
资费价格问题。中国移动表示，已启
动“5G终端先行者计划”，联合相关产
业推出了十余款5G手机和数据终端
用于开展5G测试和体验，预计年内将
推出超过30款终端，并逐步推动终端
价格下降，到2020年，5G手机价格有
望降到2000元以下。在5G资费上，
目前国际运营商定价模式主要是流量
定价和速率定价两种，各家运营商正
积极探索不同计费模式的优缺点，研
究并推出客户感知好、计费方式合理
的5G资费方案。③4

高考今日启幕，我省报名人数突破百万

愿你十年磨砺 终能金榜题名

▶6 月 6日，郑州市高考学生在
考场查找自己的座位，熟悉进入考场
检查的流程。考生们自信满满，相互
鼓励加油。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亲爱的孩子，迎着初升的朝阳，你

将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千万名考生一道，

走进考场去作答这份不凡的考卷。此

刻，我给你加油，为你祝福。我知道，你

满怀憧憬，因为未来人生的长卷正徐徐

铺展；我也知道，你心怀紧张，因为要踏

上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一考定终身”的年代，“知识改

变命运”被浓缩成了“高考改变命运”，这

句话被说了许多年，以至于“高考”近乎

“命运”的代名词。然而，仅凭一场考试

便定义人生的时代已渐行渐远。真正

能够改变命运的，不是一场考试、几张试

卷，而永远是眼里有希望、心中有未来。

因此，我更愿意把这场考试看作你解锁

人生的成人礼，我对你最真诚的寄语就

是相信未来，希望礼成之际，能从你的目

光中读到自信与笃定。

相信未来，就是相信不屈不挠的努

力。人生路有千万条，但唯有昂起头、迈

开步，下一站才会更精彩。不妨列举出

你心目中的成功者，他可以是科技巨擘、

商界巨子，抑或体坛健儿、演艺明星，试

着探寻一下他们成功的秘籍，恐怕写满

了奋斗、努力、拼搏。是的，唯有将明天

的希望付诸今天的努力，汗水酿成的甘

露才会在下一站等你。

目送你步入考场的岂止是父母期

许的眼神，更是斯土斯民对下一代人的

瞩望。离开父母羽翼庇护单飞的你，是

成为搏击风雷雨电的海燕，还是躲藏在

悬崖底下的企鹅，一切都在一念之间

——人生之路绝非彩虹铺就，理想之舟

难免遇到惊涛骇浪，你有没有向困难进

军的勇气？

今天，年轻的你，寄托着家庭的希

望；年轻的你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坐

在考场的你，要用十余年负笈的心血完

成学业的答卷；走出考场的你，将用青春

的热情去书写时代的答卷——以理想信

念为笔、以汗水热血为墨、以祖国山河为

纸，尽情挥洒吧！你怎样，未来就怎样。

再过二三十年，当未来已来，回望

2019 年的夏天，希望你能由衷地说：那

场大考教会了我——相信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5G牌照正式发放

9月郑州有望开通5G服务

端午买粽子，注意这几点

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
每天不宜超过1小时

关注“爱眼日”

今年高考不“高烤”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
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以下二（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指定西华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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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表）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
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
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
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
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 6月 3日

至2019年7月3日 登录河南省自然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为：2019年7月3日16时。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以河南省自然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挂牌网址：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
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
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

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
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
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
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
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3日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西华县网挂[2019]02号

序
号

1

2

地块编号

XH-20190

4

XH-20190

5

地块位置

开龚路以东

南石公路南侧

址坊镇330省道

邵庄段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17137.8

29251.63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仓储

物流

容积率

≥1.0

≥0.8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60%

≥40%

绿地率

≤20%

≤20%

出让
年限

50

50

有无
底价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350

580

保证金
（万元）

350

580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中牟县自然
资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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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区
域牟政出〔2018〕232号（网）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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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右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政府储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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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地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
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郑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建设用
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工
作的通知》（郑政办〔2017〕8号）及《郑东新
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挂熔断后
转网上竞综合房价实施细则》（郑东文
〔2017〕24 号）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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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7日至 2019年
6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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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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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7日至 2019年 7月
11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 7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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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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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
限价竞买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
交易限价竞买工作的通知》（郑政办〔2017〕
8号）及《郑东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实施细
则》（郑东文〔201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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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挂牌出让文件。

（四）牟政出〔2018〕232号（网）宗地需

使用复垦券A券面积104.992亩，土地竞买
人参与该宗土地竞拍需持有复垦券不少于
该宗地需使用复垦券 A 券面积的 30%
（31.4976 亩）；待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
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五）该宗地系郑东新区白沙镇雁鸣社
区配套开发用地，该地块享受城中村改造
及合村并城的相关优惠政策，在该宗地出
让公告期间，参与竞买的单位需提供郑东
新区城镇办出具的审核符合准入意见，作

为竞买单位竞得土地后置审核要件之一。
（六）该宗地涉及待报废拆除的国防工

程及设施，需由竞得单位承诺，在该宗地上
的国防工程及设施报废拆除工作相关审批
手续未获得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之前，不得
进行建设。若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一年后仍
未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将无条件收回土
地，待条件具备时，重新进行评估出让。土
地竞拍结束后，将竞得单位出具的承诺作
为土地成交后置审核材料之一。

七、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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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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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中牟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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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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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号

编号

牟政出
〔2018〕
232号
（网）

土地
位置

白沙园区
白沙路
南、同德
路东、润
丰路北、
雁鸣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69994.
39

土地
用途

地上：
城镇住
宅用地
地下：
交通服
务场站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2.6

建筑
密度
(％)

＜25

建筑
高度(米)

＜100

绿地
率
(％)

＞30

投资
总额
(万元)

≥
116334

起始价
（万元）

55000

熔断价
（万元）

8250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55000

增加
幅度

（万元）

500

房屋成本
指导价
（元/㎡)

8800

综合房价
最高限价
（元/㎡)

12000

出让
年限
(年)

地上
70
地下
50

开发
程度

三通
一平

【保障】

【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