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谭勇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
创建，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宝丰县将三者有机结合，城
乡遍开“提质”花，为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增添了动力。

“以前俺村不通公交车，现在这
公交车一会儿一趟，半个钟头到县城
了，一次就一块钱，再也不用麻烦孩
子们送我了。”7月 24日，坐上刚刚开
通的公交车，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
村的李征祥老人高兴地说。

城乡公交一体化，是宝丰县在推
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
建中，主动把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
村、发展与惠民贯通起来，以城带乡、
互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宝丰县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在
加快产城融合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城
乡公交、环卫、生态、道路、燃气、安全
饮水等‘六个一体化’建设，促进了城
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7月 25日，宝
丰县委书记、县长许红兵在接受“百
城建设提质与文明城市创建”联合采
访团采访时说。

“现在大变样了，哪儿都拾掇哩
干干净净，路边都是花花草草，路都
成柏油路了，厕所、厨房也都改了，还
通了天然气、自来水，弄啥都可方便，
村上都能看戏、看电影，日子越过越
有劲！”提起村上的变化，张八桥镇王
堂村党支部书记杨淑英高兴地说。

在宝丰乡村，采访团成员在每个
村里的垃圾分类点，都能见到颜色不
同的垃圾桶，蓝色的标有“可回收

物”，红色的是“有害垃圾”，绿色的是
“厨余垃圾”，黄色的是“其他垃圾”。
宝丰县实施“三清三改三增”（清垃
圾、清塘沟、清畜禽粪污染，改水、改
厕、改旧习，增绿、增亮、增文化），涌
现出了 127个人居环境建设示范村，
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环境脏、乱、差问
题，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

据统计，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实施
以来，宝丰县谋划实施城乡建设项目
260 多个，总投资 365 亿元，截至目
前，已建成项目 78 个、在建项目 85
个，完成投资 126.5 亿元。其中投资

3.5亿元的西商农博园项目、投资5亿
元的豫宝物流园项目、投资 7亿元的
汽贸城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壮大了
城市实力，促进了产城融合，为城乡
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不仅是乡村在“提质”，在宝丰县
老城区，采访团成员看到由中建七局
承建的周庄镇皮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为提升居民的幸
福指数，宝丰县通过大力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消除城市管理的“痛点”
和文明创建的“难点”，共实施棚改项
目22个，计划建设安置房17053套。

伴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文明
城市创建和乡村振兴的步伐，一个更
加美丽的新宝丰正大步走来。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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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房子这么舒适，没
想到小区这么漂亮，没想
到一不留神成了‘城里人’！

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实施以来，宝
丰县谋划实施城
乡建设项目260
多个，总投资365
亿元

2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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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斌 本报通讯员 周小楠

当看着电视画面中，一架架海军
战机如雄鹰般掠过海面、划破长空时，
你是否想过，这些战机飞行员也曾是
稚嫩的新手？他们的真机驾驶第一课
是谁给他们上的？7月 22日，记者就
见到了一位海军飞行员的启蒙老师，
来自周口市的海军初级教练机教员、
海军航空兵某团副团长时晨光。

一身天蓝色的飞行套装，一米八
多的个头，话语中透着循循善诱，这是
时晨光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在东北某市海军航空兵驻地，凌
晨四点半，训练场上 20多架小型飞机
依次排开，发动机轰鸣声中，维修人员
正在对飞机进行升空前的调试。时晨
光介绍，这种小飞机是训练机，学名

“初教六”，是我国所有的海军航空兵
飞行员学习驾驶的第一种机型。

虽已是副团长，时晨光依然在教学
一线带学员。早上5时，向学员通报飞
行注意事项后，他带着第一位学员起飞
了。伴随着地面指挥员的指挥，“初教
六”在跑道上滑行百米后腾空而起，逐
渐在天空中变成了一个小黑点。这种
训练，就是他的工作日常。“一般情况下
每周要训练6天。”时晨光说。

工作忙，时晨光却越干越有劲儿，
因为他始终记得 18 岁参加招飞成功
进入原海军飞行学院学习时，曾经也
是军人的父亲的寄语：“你既然选择了
当兵，就好好干，别给咱河南人丢脸！”

工作之余，时晨光笔耕不辍。目
前他已发表关于飞行教育的论文 30
多篇。

当天上午，记者留意到他的办公
室门后有一块擦得干干净净的小黑
板，等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
时，上面竟写满了英文单词。原来，这
些单词都是他利用午休时间背诵的。

“这些都是飞行中的常用词汇。这也
是与实战接轨，一旦与外机相遇，需要
向对方喊话时，就能派上用场。”时晨
光说。

热爱飞行的时晨光，却差点和飞

行擦肩而过。大二那年，他参加学校
的运动会时锁骨严重受伤，这意味着
他可能不再适合当飞行员，但是，鉴于
他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学校准许他结
合身体恢复状况，跟着下一届学员学
习。休养的半年里，他躺在病床上坚
持理论学习，并通过了当年所有的理
论科目考试。病愈下团后，他总是凌
晨四点就起床学习，比大家足足早起
两个小时，靠着河南人的拼劲儿，他的
飞行成绩比同届学员好一大截。

从教16年，安全飞行时间3000多
小时，多次成功处置发动机系统、冷气
系统空中特情，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两次，成绩优异的时晨光，本可以离
开飞行大队，去飞轰炸机，可是他却选
择了留在这里，甘心做教员。“我教过
的学员中，有的去了亚丁湾执行护航
任务，有的参加了中俄联合对抗演
习。我的目标是为祖国的海军航空事
业培养更多飞行员好苗子，让我们的
海军越来越强。”时晨光的眼神中透着
坚毅。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7 月 25日，
记者从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经
过近一周的评估考核，国家卫健委消
除疟疾技术评估专家组对我省疟疾
防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我省顺利通
过消除疟疾省级技术评估，在河南疾
病防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疟疾是经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
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
虫媒传染病，在我省曾经广泛流行，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最 高 年 发 病 率 达
16.94%，发病人数上千万人次。在长
期的疟疾防治过程中，我省积累了一
整套科学、有效、实用的防治对策和
经验，人才储备和技术水平走在了全
国疟疾防治工作的前列。经过几代
疟防人的不懈努力，河南本地疟疾发
病率直线下降，2012 年全省已实现
了无本地疟疾病例发生。

经过评估考核，专家组认为，河南
省申报的消除疟疾材料完整、数据详

实，能够证实近三年没有本地感染疟
疾病例，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疟疾病例
判定准确；消除疟疾监测体系健全、灵
敏，有防止输入再传播措施；符合开展
省级消除疟疾终审评估的条件，将建
议国家卫健委组织进行终审评估。

“目前我省每年依然有 200例左
右的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报告，传播
疟疾的蚊虫广泛分布，存在输入病例
导致继发传播的风险，巩固消除疟疾
成果仍将任重道远。”省疾控中心党
委书记周勇表示，“下一步，我省将继
续以从非洲、东南亚疟疾流行区回国
人员为重点人群，加强监测和疟疾防
治知识宣传，保持疟疾监测与反应能
力；加强疟疾防治人员的培训和能力
建设，特别是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疟
疾病例诊断意识及救治能力；通过卫
生与商务、旅游、海关等部门密切合
作，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工作，防止输
入性疟疾引起继发传播。”③9□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七月的淅川县毛堂乡，山高林密，
风景如画。但庙沟村70多岁的老汉贾
栓娃，曾经恨透了眼前这片山。

因为这山，阻碍了他父亲的看病
路，让老人在被抬往医院的半路上抱
憾而终；因为这山，拦住了他儿子的求
学路，让孩子刚念完小学就不得不辍
学；还因为这山，切断了他一家的致富
路，让老贾在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过
了半辈子苦日子。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前，被“困”在
大山里的淅川群众，不止贾栓娃一
家。位于豫鄂陕三省七县市接合部的
淅川，80%以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深
山区、石山区和库区，经过精准识别，

“十三五”期间该县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为 5129户 19813人，占全省任务的十
三分之一，占南阳市的将近一半。

在这些“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的地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难题最直接、最
有效的举措。2016 年开始，以“搬得
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为目标，
淅川县“新建乡镇集中点安置、回购房
进城集中安置、自建房分散安置”三管
齐下，全面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2017年 12月，贾栓娃和 106户乡

亲一起走出大山，搬到了与乡政府一
路之隔的铭泽社区。“卫生院、超市就
在社区旁边，小孙子走路5分钟就能到
学校，水电齐全、房子宽敞，真是感谢
党和政府。”他高兴地说。去年年底
前，淅川县顺利完成搬迁任务。

搬得出、稳得住，房子质量是第一
步。在材料上严格监控，技术上严守施工
流程，监管上发动群众参与……“多重把
关”下，全县各安置点住房质量获得群众
一致认可。从西簧乡搬到光明社区的
贫困群众黄建军连说三个“没想到”：

“没想到房子这么舒适，没想到小区这么
漂亮，没想到一不留神成了‘城里人’！”

宜 居 固 然 重 要 ，宜 业 更 加“ 实
惠”。从“穷窝”挪进新房后，盛湾镇白
亮坪村村民刘丽军最高兴的是有了就

业岗位。盛湾镇将扶贫车间建到了安
置小区旁边，她就在附近的制衣公司
做工，一个月能挣1600多元。

为让搬迁群众“能发展、快致富”，淅
川县在安置点的选址上坚持“四靠”原
则：有劳动能力且自愿进城的，靠近县城
安置；不愿外出但想就业的，靠近产业集
聚区安置；自身条件差的，靠近集镇安
置；对有意愿从事旅游相关行业的，靠近
旅游景区安置。该县已经交付使用的
30个安置点中，2个靠近县城、16个靠近
集镇、5个靠近产业集聚区、7个靠近旅
游景区，入住群众基本实现“增收有门
路、致富有出路”。

“短线项目抓食用菌种植，中线项
目抓高效林果业，长线项目抓全域旅
游。”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告诉记者，

“我们已经把易地搬迁贫困户的后续
发展纳入全县的‘三线结合’规划，确
保群众稳定脱贫、稳妥增收，早日迈上
小康道路。”③5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搬”走苦日子“迁”来新生活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难题典型做法之二

时晨光：长天深处育战鹰

我省通过消除疟疾省级技术评估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7月 24日，在瓦日铁路太行山隧道
内，工作人员正在检修设备。瓦日铁路是
连接我国东西部的重要煤炭资源运输通
道。太行山隧道位于这条线路上的河
南和山西交界处，长 18.2 公里，长期在
隧道内工作的工人们，靠着头灯和手
电筒的灯光，为黑暗中的轨道作检修，
以保障这条能源大动脉的畅通。⑨6

为帮助环卫工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7月23日，太康县总工会到“爱心粥
屋”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并捐赠 1万元现金和价值 6000元的毛巾、矿泉水。
图为该县总工会志愿者在为环卫工人发放矿泉水。⑨6 郜敏 衡霞光 摄

隧道里的守望者

▶列车驶入太行山隧道
▼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决定
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19〕19、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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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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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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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高出〔2019〕19、21号（网）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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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郑
政高出〔2019〕20 号（网）地块采用价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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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6日至 2019年
8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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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5日至 2019年 8月
29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 8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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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
规划住建局国土资源二办公室进行后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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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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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须
知》。

（四）郑政高出〔2019〕19号（网）地块为
产业准入用地，竞买人须在公告期间取得
高新区创新发展局出具的符合产业准入条

件的审核意见；土地成交后，竞得人需与高
新区管委会签订产业发展承诺书，承诺书
作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

（五）郑政高出〔2019〕19、20号（网）地
块在国家安全控制区内，竞买人在竞买前
必须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书
（联系人：周警官；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

路 24 号润华商务 E 座南侧一楼；电话：
0371-63577708）。

（六）郑政高出〔2019〕19号（网）地块需
使用复垦券A券45.6525亩，竞买人参与竞
买时需持有不少于30%的复垦券。郑政高
出〔2019〕21 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A
券 6.5865亩，竞买人参与竞买时需持有不

少于30%的复垦券。
七、联系方式
1.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

土规划住建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国槐街8号火

炬大厦B座4楼国土资源二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7981695

联 系 人：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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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赵先生 郭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7月26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高国土交易告字〔2019〕6号

编号

郑政高出
〔2019〕
19号（网）

郑政高出
〔2019〕
20号（网）

郑政高出
〔2019〕
21 号（网）

土地
位置

科学大道
北、瑞达路

西

科学大道
北、瑞达路

西

金梭路东、
木兰里南

使用权
面积
（㎡）

60870.03

23979.41

14636.82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
兼容城镇住宅用地（地下零售商
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用地和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地下空间）

商务金融用地兼容零售商业、批
发市场、餐饮、旅馆和城镇住宅用

地（地下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5.1

地下空间主要使用功能为配建停车，
地下空间建设深度＜15米，地下空间
利用率＜30%，地下空间开发层数≤2
层，地下空间建筑面积＜14387平方

米。

＜3.5

建筑
密度
(％)

＜45

＜25

建筑高
度(米)

＜200

＜80

绿地率
(％)

＞30

＞35

投资
总额
(万元)

≥300000

≥5617.5

≥
29107.07

起始价
（万元）

82357

1302

18862

熔断价
（万元）

123557

/

28462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164714

/

3772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82357

651

18862

出让
年限(年)

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
饮、旅馆40（地下零售商
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
40、城镇住宅70、交通服

务场站50）

50

城镇住宅70、商务金融、
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
饮、旅馆40（地下50）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城乡遍开“提质”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