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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7月 1日上午，鲁山县辛集乡张庄
村葡萄种植基地里，70岁的辛集乡葡
萄产业党总支书记张平洋正在给种植
户授课：“7月份是葡萄成熟的关键时
期，但高温多雨，是霜霉病、炭疽病、灰
霉病、红蜘蛛等病虫害的多发易发期，
必须重视防治……”

他的身后，绿海洋一样的葡萄树
已经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一派丰
收的喜人景象。这位连片发展葡萄种
植数万亩、年创经济效益亿元以上的
老人，怜爱地看着这些绿翡翠一样的
葡萄果，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辛集乡是传说中牛郎的故乡，“牛
郎放牧”“鹊桥相会”等故事就发源于
此。作为一个传统农业乡，过去大多
数群众仅靠种植小麦、玉米勉强维持
温饱，“土坯房”“稀泥路”“破学校”，曾
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这样下去怎么行？！”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期，时任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的
张平洋决心发展葡萄种植。“省农科院
葡萄专家曾对我们村的土质进行化
验，确定这里适宜种葡萄。”他说。

为了学习葡萄种植技术，1986年，
他自费到南京学习葡萄栽种、管理、病
虫防治等技术，“当时学费交了800元，
相当于一名工人两年的工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他种的
葡萄每亩收益突破 2000元。看到张
平洋种葡萄富了起来，张庄村及周边
的群众纷纷来取经，他手把手地教，毫
不保留。多年来，他带动了张庄村
90%以上的群众发展葡萄种植，使张
庄村成为全国第三批“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

“为了带动群众种葡萄致富，张平
洋可没少吃苦！”鲁山县委组织部人才
办主任郝建彬感慨。张平洋的手机
24小时开机，谁家葡萄种植有难题，
他总是第一时间开着自己的电动车赶
过去。有一次，在去指导群众的途中
下起了大雨，他在山里迷了路，车也一
不小心陷在了泥沟里。直到三个小时
后雨停了，他才在别人的帮助下把车
弄了出来。

在他的电动车上，经常放着方便
面和矿泉水。“张老师义务教我们种葡
萄，连顿饭都不让我们管。”马楼乡葡
萄种植户陈跃埔感激地说。

为了减少种植户的后顾之忧，张
平洋倡议成立了葡萄种植协会和葡萄

种植专业农民合作社，发展会员 533
户，统一购种、统一施药、统一销售。
2016年，他还担任了辛集乡葡萄产业
党总支书记，发展产业党支部 3个，党
小组 6个。在他的带动下，目前，辛集
乡 28 个行政村、3500 多户村民发展
葡萄种植1.5万余亩，其中贫困户就有
800多户。三西村贫困户宋伟民的妻
子得白血病十几年，家里负债累累，后
来，他在张平洋的带动下种了10亩葡
萄，近两年收入达30万元。

“鲁山技师张平洋，走家串户您最
忙。葡萄技术传万家，家家户户把您
夸。不图名来不求利，葡萄种好是目
的……”鲁山县一个葡萄产业微信群
里，一位种植户的顺口溜儿，引得其他
种植户纷纷点赞。

现在，鲁山县正在以辛集乡万亩
葡萄基地为依托，打造“牛郎织女文化
产业园”。“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为
群众搭起通往好日子的‘鹊桥’！”年过
古稀的张平洋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1日，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随着 6月 30日
安阳至罗山高速公路上蔡至罗山段项
目开工建设，上半年河南高速“双千工
程”共开工 10 个项目，总里程 584 公
里，总投资 683亿元，超额完成既定目
标任务。

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95.9亿元，占省政
府年度考核目标566亿元的52.3%，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其中高速
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运输
场站、内河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32.2亿
元、83.9 亿元、58.2 亿元、8.5 亿元、8.4
亿 元 ，分 别 占 年 度 目 标 的 41.2% 、
69.9%、64.7%、56.6%、52.4%。

据悉，全省高速公路“双千工程”
总投资 1144亿元、总里程 1059公里，
规划的 15条高速公路项目中有 14条
经过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
按照计划，所有项目今年 9月底前全
部开工建设，2022年全部建成通车。

除了新开工项目，今年年底前，还
将有5条 367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分别是：商南高速公路周口至南阳段、
淮信高速公路息县至邢集段、济洛高
速公路济源至豫晋省界段、台辉高速
公路豫鲁省界至范县段、长济高速公
路长垣段。届时，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总里程将达到 6967公里，继续位居全
国第一方阵。其中，原定 2020年通车
的台辉高速公路范县至台前段，在确
保质量的前提下，将提前一年建成通
车，结束台前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助
力当地脱贫攻坚。

此外，今年年底前，我省还将建
成通车国道 107官渡黄河大桥、国道
234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两座黄河大
桥。③6

从首都北京往西走 218 公里，有
一座千年古县——河北省蔚县。千
余年来，这里英才辈出。为国为民戎
马一生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冯
剑平，就是被人们记颂至今的英雄之
一。

冯剑平，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蔚
县，1932 年考入宣化中学，求学期间
接受马列主义，投身革命。

1935年 7月，冯剑平与进步同学
秘密组织抗日同盟军，发动学生呼应
北平，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 9月，经中共党组织介绍，
冯剑平到西安张学良部学生队学习。
西安事变后，学生队改编为宣传队，冯
剑平任宣传队中队长。后在东北军中
从事党的工作。1937年 3月，东北军
东调，他被编入差遣队随军到蚌埠怀
远县受训，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7年年底，部队开到蚌埠场山
时，为找组织关系，冯剑平扒火车逃离
东北军国民党部队，先后考入胡宗南
十七军团学生队、陕西凌川干部学
校。一时找不到组织的冯剑平在学生
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阐述如何建设、

巩固部队，深得学员的赞同和拥护。
1938年，冯剑平到延安抗大一大队学
习，在瓦窑堡再次加入中共党组织。

1939年 1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
军正式成立。1940 年冯剑平调任平
西挺进军九团任敌工股长。1943年，
调任平西分区蔚涿宣工委任敌工部
长。1944年成立蔚涿宣联合县，任联
合县敌工部长。冯剑平作战机智勇
敢，善于做统战敌工工作，经常深入敌
人内部作瓦解土匪、联庄、伪大乡职员
的工作，在开辟蔚县东北山、西北山抗
日游击区根据地的斗争中，身先士卒，
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4年 12
月，调任冀察区十三地委任敌工部长。

解放战争中，任察哈尔省军区政
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后在六十八军政
治部任敌工部副部长。

1951 年，冯剑平赴朝鲜作战，任
二十兵团保卫部副部长。1952年 3月
13日，冯剑平不幸遇难，以身殉职，时
年39岁。

英雄故去，但他为国为民戎马一
生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生他养他的热土
上继续传承发扬着。

（新华社石家庄7月1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我省上半年已开工10个高速项目

戎马一生冯剑平

葡萄架起牛郎故里“致富鹊桥”

7月 1日，洛阳市华林新村社区人防工程纳凉点，饮用水、书报杂志、无线网络、防暑药品、纳凉桌椅、健身器材等用品和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居民在此读书读
报、健身娱乐，享受清凉。据悉，7月1日至8月31日，该市城区的13个避暑纳凉点向市民免费开放。⑨3 张光辉 摄

□本报记者 李保平

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的百泉药交
会，叫响了百泉在全国中药界的影
响，也催生了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品
牌——百泉制药。

四百年的清风细雨，四百年的人
杰地灵，四百年的精拣细练，铸就了今
日百泉制药的卓越品牌。为此，本报
记者采访了百泉制药董事长郑琴。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百泉之所以在中医
药行业得到消费者信任，就是对“匠
心”这句古训的坚守。

百泉制药——
蕴含奋进的光辉

百泉制药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
一部光辉奋斗的历程。

郑琴介绍，百泉制药历史悠久，她
的前身是创立于明末天启年间的“大
来龙”“同兴和”“祥泰”和“永年堂”等
几家药店合并成立的“德生药店”，
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此基础上成立
百泉中药饮片加工厂，这就是百泉制
药的前身。

1984年，叱咤风云闻名全国的辉
县“石姑娘队”队长刘桂青，调任辉县

中药厂任厂长，当时的辉县中药厂只
有几十名员工，厂房简陋，设备落后，
产品单一；无销售网络，无规范品牌，
企业濒临倒闭的边缘。

公司老员工回忆，1984年，厂里只
有两个剂型。在当年江西樟树召开的
全国秋季药交会上，派去全部销售的
人员，却只拿回来 3000 元的订货合
同，当时的困境可见一斑。

在这企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那种敢打硬仗、奋发图强、奋勇争先的

“石姑娘”精神帮助百泉制药走出了困
境。

在药材涨价、成品药滞销、企业效
益下滑的情况下，刘桂青吃住在厂里，
三天两头召开“诸葛亮会”，和职工共
同制定出振兴百泉中药厂的一系列改
革措施。

一是出台了新的销售制度，不断
扩大充实销售队伍，较大幅度提高了
销售人员的收入，充分调动了销售人
员的积极性。

二是在广泛深入进行市场调查的
基础上，不断开辟增加适销对路的新

产品，并和大专院校合作开发了新药。
三是打造过硬的产品质量，打造

知名品牌。
三个措施把企业大大往前推动了

一步，把一家濒危的企业推到正常发
展轨道。

百泉制药——
拳头产品打造成为典范

同样是“柴胡口服液”，为什么就
是百泉好？

郑琴说，百泉制药将“以德炮制、
用心提取、诚信天下”精神贯穿到整个

生产流程中，这就是百泉制胜的法宝。
以百泉柴胡口服液为例，他们严

格选用太行山之地道北柴胡，保证中
药材原料的道地性，在萃取过程中，采
用二次蒸馏工艺，最大限度地萃取挥
发油、柴胡皂苷等有效成分，这两项措
施保证了产品的过硬品质，“百泉牌”
柴 胡 口 服 液 河 南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
80%，在区域市场占有绝对的优势，单
品销售突破一亿元，被授予河南省优
质产品，河南省名牌产品。“百泉”品牌
被授予河南省著名商标。

为了全链条打造道地产品，百泉
制药注重员工教育，抽调在各个岗位
上表现优秀的青年职工，送入沈阳药
学院、河南中医学院、南京药科大学、
河南省医药学校等大专院校学习深
造，累计有 150 余人通过公司提供的
各种平台获得了大专学历，133人获得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有了这样的专业技术队伍以后，
百泉制药率先提出“治感冒，选中药”
的响亮口号，20多年来，“百泉牌”柴胡
口服液以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骄人

业绩，成为疗效可以和西药媲美的中
药特色的知名品牌。

目前的百泉制药，依托中国医学
科学院、中国药科大学、哈尔滨汉方
研究所、河南中医学院，先后开发 4个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开发 6 个国家级
新药，建设了新乡市中药制剂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等研发机构；公司占地面
积达到 42000平方米，成为拥有 10万
级标准厂区和 7 个剂型的 GMP 认证
车间，能生产柴胡口服液、脑安颗粒、
小儿泻速停颗粒、肝精补血素口服液
等 160个中西药品种的现代化医药制
造商。

百泉制药——
用好产品流芳百世

2015 年，80 后的郑琴接过重担，
担任百泉制药董事长。

近年来，她先后与浙江大学、郑州

大学进行战略合作，为企业发展插上
科技翅膀。她带领企业实行严格的抓
经营，保增长；抓现场，保质量；抓纪
律，保效率，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
勇往直前，在充满各种挑战的 2018
年，百泉制药实现营收 2.1亿元的良好
经营业绩，得到各界的认可。同时，辉
县市评选郑琴为“十大杰出青年创业
精英”,2019年被新乡市妇联授予“三
八红旗手”称号。

对于百泉制药未来的发展郑琴充
满信心，她的话语平静中蕴含着执着
的力量：“百泉制药要做好药，做良心
药，做放心药，把中华医药文化传承
好、继承好、发扬好，让传统中药为人
类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具体路径上，郑琴透露，今后的
百泉制药要在智能化发展、技术创
新、绿色化改造方面做足文章，逐步
实现车间数字化、生产智能化、营销
网络化，快速提升企业现代化生产制
造能力和水平，对接中国制造2025，着
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塑造
能力。

百泉制药：让“匠心”融入企业的基因

现代化的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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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号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中牟县自然资源局、郑州市
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经开出〔2019〕016、
017、018、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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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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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储备用地，建
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复
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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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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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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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
价实施细则的通知》（郑经管政〔2017〕20
号）规定的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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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日至 2019年
7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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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至 2019年 8月 5
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
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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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国际物
流园区规划国土资源局 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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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经开出〔2018〕016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 49.588亩，郑政经开
出〔2018〕017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

券 76.734 亩，郑政经开出〔2018〕018 号
（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 50.035亩，郑
政经开出〔2018〕019号（网）地块需使用复
垦券 A券 65.393亩，竞买人参与竞拍时需
持有不少于30%的复垦券。具体要求详见
出让须知。咨询电话：0371-68983958。

（二）出让地块的出让价款交款期限为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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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须全面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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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郑
政经开出〔2018〕017、018、019号（网）地块
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具体控制指
标详见郑节装函〔2019〕11、12、13号。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
联系地址：新安路与前程大道交叉口

东北角郑州国际物流园区规划国土资源局
515室。

联系电话：0371-60806989
联 系 人：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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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郭先生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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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牟县自然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7月2日

编号

郑政经开出

[2019]016

号（网）

郑政经开出

[2019]017

号（网）

郑政经开出

[2019]018

号（网）

郑政经开出

[2019]019

号（网）

土地
位置

兰心东路
以南、碧泉
街以东、浔
江东路以
北、蓝湖街

以西

兰心东路
以南、碧泉
街以东、浔
江东路以
北、蓝湖街

以西

朗星路以
南、龙美街
以东、美辰
路以北、前
程大道以

西

朗星路以
南、龙美街
以西、美辰
路以北、龙
善街以东

使用权
面积
（㎡）

33058.54

51156.03

33356.58

43595.11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

城镇住宅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

城镇住宅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

城镇住宅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

1.0，＜

2.5

＞

1.0，＜

2.5

＞

1.0，＜

3.5

＞

1.0，＜

3.5

建筑
密度
(％)

＜25

＜25

＜25

＜25

建筑
高度
(米)

＜

100

＜

100

＜

100

＜

100

绿地
率
(％)

＞35

＞35

＞35

＞35

投资
总额
(万元)

≥

54481.13

≥

84306.165

≥

65086.036

≥

85063.657

起始价
（万元）

38268

59124

42107

54902

熔断价
（万元）

57468

88724

63307

82502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8268

59124

42107

54902

房屋成本
指导价
(元/㎡)

14511

14500

12737

12731

综合房价
最高限价
（元/㎡）

16000

16000

15000

15000

出让
年限
(年)

70(地下

50）

70(地下

50）

70(地下

50）

70(地下

5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