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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婵

毕业季，新启航，师生情，送一程。眼下正值高校

毕业生离校高峰期，仿佛炎炎夏日里的一丝清凉，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后勤老师策划了一个暖心之举，他们组

队开私家车送毕业生离校。据了解，此次活动有 20 多

辆私家车报名，他们利用周五下班的时间，自己掏油

钱，将外地学生送到火车站、高铁站和机场。这段饱含

深情的视频，在网络上感动了无数人。

“都是为了学生们方便，让他们走得暖心一点。”一

位后勤老师的话朴素而真挚，拳拳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如同送走的是自己的孩子。的确，毕业时通常大包小

包行李很多，一般的小女生真是扛不动，如果打车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销。洛阳理工学院后勤老师们想学生之

所想、急学生之所急，提供了充满爱心的送站服务，是

为学生送上的一份珍贵礼物。

所谓奉献，就是以心换心；所谓尊重，就是以情换

情。虽然洛阳理工学院后勤老师们的举动看起来微不

足道，但把学生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大事，一件件小

事积累起来，就成了黏合剂，汇聚成浓浓的母校情，而

其中流淌的正是教育工作者不变的初心。这段时间，

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各地各行各

业全面展开。教育和教师的初心是什么？老师细心为

学生送最后一程就是一个生动写照，把以人为本的思

想贯穿教育的始终，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

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曾经，高校后勤给人的印象并不好，甚至引来了社

会各界不满。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顺应时代要

求，对后勤工作更加重视、进行改革，使高校后勤承担

起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的重要职能。前段

时间，中原工学院一学生腿摔骨折了，宿管张阿姨发现

他受伤后，每天自费买骨头炖汤亲自送到宿舍；华中科

技大学今年首次为即将离校的毕业生们推出了 13913

份毕业餐，毕业生们都可以免费品尝，套餐名称“大展

宏图”“前程似锦”等满载着祝福……这样的暖新闻不

胜枚举，形象一旦改变，信任一旦重建，衍生效果就起

作用了。如同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敬我，

我爱你，这下，心越来越近了。

感恩也是学子毕业前的最后一课。每位学子从

懵懂少年成长为栋梁之材，固然得益于自身禀赋和

努力，但也与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同学的支持

密不可分。毕业离校之际，通过送站这种形式，让师

生情更加升华，学子眼角的泪花、依依不舍的作别，

便是感恩之情的见证。这一刻，学子从学校中收获

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有美好品行、健康心态。这一

课，让学生怀着对知识的向往而来，带着感恩和留恋

离去，如此身体力行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样培养

熏陶出来的学生才是全面的学生。有人仿《诗经》感

言：“昔我来思，桃李累累；今我往矣，杨柳依依。”在心

中播下仁爱和感恩的种子，收获的定是醇厚的品德和

奋进的人生。1

招引人才，首先要‘量体裁衣’‘情
投意合’，根据事业发展需要找最
合适的人，不只追求名气最大，而
是要志同道合，成就一番事业。

画中话

□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6月 17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动员会在郑州召开。根据大会组

委会发布的总体方案，今年大会将于 10月 26

日—27 日举行，主会场依然设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与首届不同的是，本届活动我省将

组织用人机构“走出去”引才。届时我省将组

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机关企事

业等用人单位，组团开办北京专场、上海专

场、广州专场、武汉专场等 6 个专场，发布人

才政策和人才（项目）需求，组织用人单位与

人才（项目）洽谈签约，引进大学毕业生及其

他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见 6月 18日《河
南日报》）

近年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郑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国家级战略相继落户

河南并深入实施，这些高端开放平台已成为

河南招揽英才的“金字招牌”。我省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需要各类

高层次人才。去年，首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上，招聘单位数、提供岗位数、进场求职

人数、达成意向数和招聘人才层次为河南历

次招聘之最，我省建立了事业单位高层次和

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现场办理，联

审联办，一站办结。这充分说明了开放的河

南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河南经济正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开

放的程度正在加深，对人才的渴望也更加迫

切。省委、省政府《关于以“一带一路”建设

为统领加快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意见》刚刚

公布，专门对加强创新人才开放合作作出安

排，提出要“持续实施高层次人才国际化培

养项目、国际人才合作项目。加强各类引智

平台建设，实施名校英才入豫计划，扎实开

展海外名校英才回归、海外智力中原行等活

动”。对于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高水

平创新团队来豫发展，按照不同层次，“分别

给予相应资金和政策支持”，可谓诚意满满，

政策保障给力。

当下，各地相继出台完善人才计划，降低

门槛促落户，购房有优惠、租房有补贴等，这

些政策在促进人才落户上都不同程度起到了

作用。然而，有的地方引进人才盲目求名气，

一味追逐名气大的行业专家；个别企业引进

人才盲目追求“高大上”，号称在外地建研发

中心，招到了人，管理跟不上，效益出不来，久

而久之，反而把自己拖垮了。这些都是教

训。招引人才，首先要“量体裁衣”“情投意

合”，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找最合适的人，不

只追求名气最大，而是要志同道合，也不盲目

抬高待遇，最重要的是让人才在发展中成就

一番事业。其次是招好人才，更要用好人

才。设置好的激励措施、管理制度，让人才充

分发挥出聪明才干，产出效益。也可以采取

柔性引才的办法，让智力成果不断在河南转

化。最后，要靠优良的营商环境、公正便捷的

公共服务留住人才。营商环境能激发创业创

新活力，而优良的教育、医疗健康等公共服

务，可以让落户的人才更安心、更舒心。

人才是最活跃的创新因素，也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着地方发展的潜力。我们期待着，

各方英才不断汇聚中原，干成事业、铸就辉

煌。7

新世说

硕士的论文与官员的摆谱

如今，“618”俨然成为继“双11”后又一个全球网购狂欢节。为把握住这场年中促销大
戏，各大电商平台使出了浑身解数“厮杀激战”。拼购、满减、直播、秒杀、打折、红包、优惠券
等此起彼伏的促销手段，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诱惑民众“剁手”。7 图/王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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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重在“情投意合”
民生暖语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吕志雄

一篇多年前的硕士论文被扒出来又火

了一把，只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不登大雅之堂

的“屁”。有人挖苦说，寒窗苦读那么多年，

居然研究个“屁”。然而，如果硕士论文的题

目《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变成《论细菌群分

解 肠 道 食 物 释 放 之 矢 气 对 社 会 关 系 之 撬

动》，怕就没这么多人诟病了吧？恐怕还有

人会说，看，水平就是高，放个屁还能说出这

么深的道理。其实这两个题目的意思是一样

的，只不过前面一个不“装”，后面一个“装”。

人们有时候好像偏偏喜欢爱“装”、会

“装”的人。比如对官员，看到某个官员走路

背手，步子慢而沉；说话扬头，声调长而稳，

有人就会夸其稳重，有官相。而看到某官员

走路急如风火烧野，说话快似锣鼓催点，就

可能会笑其急躁，没官样。想来这是促成个

别官员摆谱的一个因素，觉得谱摆得越大，

越有威严。

殊不知，百姓喜欢看“装”，只不过是他

们的娱乐，就像笑话硕士写屁的论文一样，

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像看戏台上表演一

样，玩赏其戏味，真没把这“装”出来的谱当

成一回事。唐朝杨炯笑骂不作为的官员是

“麒麟楦”：“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

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

无德而朱紫，何以异是？”意思是说，当官的

不能为百姓做功德，官样十足，谱儿天大，也

不过像驴子披上麒麟皮。古今一也，“当官

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当今百姓

对官样十足、不干实事的官员的批评；而在

网络上，贪腐官员落马前官模官样的做派更

是成了笑柄。

做实事，不管有没有官样，百姓都不会视

为笑话，反而会视其为亲人。笔者曾跟随一

个干了几十年副职、很没官样的干部走进乡

村，村民见了亲得不得了，纷纷让到家里吃饭

去，只因这个干部把村民家的孩子送到南方

大厂里打工了，送到天安门城楼当保安了。

那个硕士如果真能在对“屁”的研究上，

创新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止社会陋习——比

如闯红灯、乱抛物——的办法来，谁还会嘲

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书记“谱

儿”也不小，但那是反懒政之谱，为百姓干实

事之谱，又怎么会不为观众所喜爱？！7

(上接第八版)
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水污染
物排放有效自动监测数据作为核定污
染物排放种类、数量的依据。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区域内氧化塘、
污水储存设施、贮灰场、尾矿坝及其他
有毒、有害物品堆放场所的环境安全进
行监督检查，发现重大环境污染隐患
的，可以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防止
水污染事故的发生。

第六十九条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
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水污
染事故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
期进行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报所在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利用化工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和
生产、利用、储存或者运输危险化学品
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要求配
备水污染应急设施，防止水污染事故的
发生。

第七十条 发生水污染事故或者
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
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应当立即采取隔离
等应急措施控制，防止水污染物进入水
体，并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和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
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通报
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公安、应急管理等

有关部门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
第七十一条 负责水污染事故应

急和事故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及其生
态环境、公安、交通运输、工业和信息
化、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
乡建设、卫生健康和应急管理等主管部
门，应当按照应对突发事件的要求，启
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做好应急
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突发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费
用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承
担。

负责水污染事故应急和事故调查
处理的人民政府应当对突发水污染事
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第七十二条 跨省辖市、县（市）界河
流的上下游人民政府及其生态环境、水利
等主管部门应当互通情况，相互配合，预
防和处置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事故。

上游地区发生污染事故或者污染
物排放和水量、水质、水文等出现异常
时，上游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和生
态环境、水利等相关部门应当立即通知
下游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
境、水利等相关主管部门，并对重点污
染源采取管制措施。下游地区发生水
质恶化或者污染事故并确认是上游来
水所致的，应当及时通报上游省辖市、
县（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水利等相

关主管部门；上游地区应当立即采取措
施控制污染，并向下游省辖市、县（市）
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时通
报事故调查处理进展情况。

第七十三条 跨行政区域的水污
染纠纷，由有关人民政府或者相关主管
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其共同
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协
调解决。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
第二款规定，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
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废水、污水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
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三条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因维
修而停运或者部分停运，未采取有效应
急措施，事先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未在规定的时
限内恢复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的实
验室、检验室、化验室产生的废液直接
排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者直接排入
外环境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
取治理措施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
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
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九条第二款规定，将未经处置的畜禽粪
便、污水直接排入环境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
条规定，高速公路服务区、机场等相对封
闭区域未建设或者未正常运营相应的污
水处理设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
第二款规定，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界标和警示
标志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恢复
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可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

二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

违反第四项规定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停业，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本条例规定排放
水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继续违法排放
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
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
数额按日连续处罚；拒不改正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
停业或者关闭；对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主要负责
人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水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
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要求完成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削减和控制任务的；

（二）未按规定完成淘汰严重污染
环境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设备或者
产品任务的；

（三）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审批、核准

项目的；
（四）违法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或者违法审批排污许可证的；
（五）未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或者

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六）未按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应

急预案，或者未按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
措施的；

（七）接到对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
后，不及时履行执法职责的；

（八）因监管不力造成城镇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长期或者严重超
标排放的；

（九）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的；

（十）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行
为。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十
二条规定，跨省辖市、县（市）界河流的
上下游人民政府及其生态环境、水利等
主管部门对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事故，
没有互通情况、采取措施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9年10
月1日起施行。2009年11月27日河南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水污染防
治条例》同时废止。

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编号

郑上出〔2019〕
8号（网）

土地
位置

新安路
北侧

使用权
面积
（㎡）

3190.25

土地
用途

商业服
务业设
施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0.8

建筑
密度
(％)

＜45

建筑
高度
(米)

＜24

绿地
率
(％)

＞25

投资总额
(万元)

≥
102.0880

起始价
（万元）

1436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436

增价
幅度

（万元）

200

出让
年限
(年)

4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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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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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网）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郑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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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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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9日
至 2019年 7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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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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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9 日 至
2019年 7月 23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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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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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区应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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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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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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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