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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27日电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四
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
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的遗体，将于
29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李鹏同志，29日，首都天安
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
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
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志哀。

□本报记者 谭勇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西峡这个山
区县的写照。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
文明城市创建中，西峡县因地制宜，致力
打造集“山、水、绿”于一体的魅力新城。

7月 26日上午，“百城建设提质与
文明城市创建”联合采访团来到西峡
县鹳河生态文化园。只见清澈见底的
老鹳河水面上、草丛中，成群的鹳鸟或
翩翩起舞，或觅食嬉戏，宛如一幅美丽
的生态画卷。

老鹳河是西峡的母亲河，因鹳鸟
而得名。“鹳鸟号称‘环保鸟’，它们择
境而栖，鹳鸟多了，说明咱们老鹳河的
生态保护是卓有成效的。”西峡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谢身正说。

西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区，汇水区面积占全省的 40%。
面对保护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涵养
区水质的责任与担当，西峡县对入驻
项目规定了数道铁定的“生态防线”：
涉水项目不能要、污染项目不能要、高
耗能项目不能要……

据统计，西峡县先后关停了水泥、
造纸、玻璃等重污染企业 237家，依法
取缔了小黄金、小石墨、小炼钒等“十五
小”项目 786个，否决了不符合环保要
求的新项目 40余个。“虽然我们牺牲
了眼前利益，影响了财政收入，但环境
得到改善，空气质量和出境水水质稳
定达标，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的同
时，本地群众也享受到了生态红利。”
西峡县委书记、县长周华锋说。

漫步鹳河生态步道，河岸杨柳依

依，水面波光粼粼，景观灯千姿百态，
彩虹桥“长虹卧波”，一幅美丽的山水
画卷展现在大家面前。近年来，西峡
县投资 1.6 亿元实施了迎宾大道等 5
条城市主干道的绿化提升工程和鹳河
生态文化园一期绿化工程，投资3.5亿
元实施月季公园、梅园新建工程及城
区绿地复植、复栽工程，新增绿地面积
28万余平方米，城区绿地率达40.8%，
绿化覆盖率达 44.65%。“城在山中、水
在城中、楼在绿中、人在画中”的山水
园林城市已具雏形。

无论是在鹳河生态文化园、白羽
公园，还是在仲景养生小镇、五里桥西
李营、黄狮至简村的乡间通道，随处可
见悠闲散步的群众。生态环境的改
善，让当地群众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行，采访团来到
二郎坪镇中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这里还是该村新时代乡村振兴讲习所，
聘请了生态文明、文明风尚和精准扶贫
等十个方面的讲习员。中坪村也成为
南阳市唯一的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

中坪村只是西峡县坚持“创文与
提质”共融、“里子与面子”并重、“颜值
与内涵”兼修、生态与文明两相宜的一
个缩影。该县 2017 年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先后创成全国重点镇、全国
特色小镇、全国美丽宜居示范镇、全国
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各 1个，全国文明村镇 5个，省级美丽
乡村试点 12个，全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5个。“通过创建活动，城镇的吸引力、
承载力和辐射力进一步增强。”西峡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好宁说。③8

李鹏同志遗体29日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志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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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19〕22、23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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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政高出〔2019〕22、23 号地块均为储备
用地。郑政高出〔2019〕22号地块产业准入条
件为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软件开发和信息
技 术 推 广、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郑 政 高 出
〔2019〕23号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为电子元件及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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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挂牌活
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现场挂牌方式出
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内
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 2019年 7月 28日至 2019
年 8月 29日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7021
房间领取挂牌出让文件。于2019年 8月 19日
至 2019 年 8月 29日 17时前到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7021房间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
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 8月 29日 17时

（以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应在 2019 年 8月 29 日 17 时前提

交材料完毕，过期为无效申请。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将在 2019年 8月 29日 17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挂牌
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公告时间：2019年 7月 28日至 2019
年 8月 18日。

（二）挂牌时间：2019年 8月 19日至 2019
年 9月 2日 9时。

（三）挂牌地点：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的
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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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以

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七、联系方式及人民币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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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193
联系人：仝先生
3.开户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⑴开户行：招商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
371905509410708
⑵开户行：华夏银行郑州建设路支行；
15552000001022415
⑶开户行：中原银行郑州工人路支行；
410114010150000402

⑷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文化支行
254654233578
⑸开户行：郑州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99501880106694879
⑹开户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699909315
⑺开户行：建行郑州发展大厦支行
41050167670809666666
⑻开户行：浦发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76060078801700000003
⑼开户行：工行郑州陇海路支行
1702021538000001142

⑽开户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8111101011200841146
⑾开户行：农行郑州中原支行
16051101046666669
⑿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15356789678999
⒀开户行：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4910000010120100130027
⒁开户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462010100101006023
(15)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市金水东路支行
94100401003494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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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高国土交易告字〔2019〕7号

编号

郑政高出
〔2019〕
22号

郑政高出
〔2019〕
23号

土地
位置

创新大道
东、杜英街

南

绿梅街南、
红杉路东

使用权
面积
（㎡）

112816.08

20000.42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地下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6

＞1.0

建筑
密度(％)

＞60

＞60

建筑高度
(米)

＜60

＜100

绿地率
(％)

＜20

＜20

投资强度(万元/亩)

≥600

≥600

出让
年限(年)

50

50（地下
5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961

356

起始价
（万元）

9804

1776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西峡：创文提质两相宜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本报记者 归欣

“今年的全国脱贫攻坚奖，秦书记
进初选名单了！”7月 25日，这个好消
息传到西华县迟营乡孙庄村的时候，
秦倩正忙着跟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
联系，打算再给村里的党员干部“补补
钙”。“咱村的贫困帽摘了，但帮扶工作
依然要持续，得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
队’。”她告诉记者。

2016 年，不满 30 岁的秦倩被团
省委派到孙庄村，成为省直 200多名
驻村第一书记中仅有的 8名女干部之
一，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城里到
乡下，从机关到村组，面临的还是脱贫
攻坚硬仗，如何打开局面？“方法千万
条，扑下身子第一条。先得跟村里的
乡亲打成一片。”秦倩说。

“脱下高跟鞋，换上平底鞋”，刚到
村里的秦倩，走路都带风。谁家有困
难，她总是第一时间登门了解；谁家要

办事，她总是第一个到场帮忙；有事没
事买点菜去群众家“蹭饭”，走的时候
偷偷放下“饭钱”……“这秦书记，真像
是咱自己的闺女啊！”没过多久，何权
大娘的这句话成了全村人的“共识”，

“闺女书记”的名号不胫而走。
在孙庄村走访，记者发现，“闺女”

并不是人们对秦倩的唯一称呼。在贫
困大学生孙梦雅眼里，她是个好姐姐，
家有病号的姐弟三人学费有了着落，
可以安心圆梦；在 11 岁的小俊豪眼
里，她又是个好妈妈，每次去医院治疗
都全程陪着他，喂水喂饭。“一个未婚
女青年，被村里小孩儿叫‘妈妈’，你想
想秦倩跟老百姓的心贴得有多近。”团
省委副书记武皓感慨地说。

这些亲昵的称谓让秦倩暖心，也

让她找到了不少村民的痛点——因病
致贫。2017年，经过秦倩多方奔走，团
省委联合省人民医院、智善公益基金
会等单位，在孙庄村启动“中国梦脊梁
工程”精准医疗扶贫行动，为300余名
青少年免费检查脊柱，并为每位患者
捐赠最高5万元的手术费。目前，这项
行动已经走出孙庄村，惠及全省652个
贫困家庭。在此基础上，孙庄村建立
起全省首家“第一书记”互联网分级诊
疗医院，通过远程网络医疗资源共享，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专家看上病、
治好病，因病致贫的难题大大缓解。

从“云端”到“地上”，秦倩引来的
“互联网思维”不但给村里人带来健康，
还帮他们找到了致富“钥匙”。2017
年，经过多方考察，秦倩和村“两委”把

蔬菜大棚定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可随
着大棚的增多，蔬菜销路又成了难题。
秦倩联系了喜买网，还推荐孙庄村百
农园蔬菜基地作为河南唯一有机蔬菜
品种，参加了当年4月在郑州召开的全
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
推进工作会，名气大涨。目前，该基地
带动 100户 352人稳定增收。更让村
里人津津乐道的是，秦倩以西华县闻
名全国的“胡辣汤”为依托，带领大伙儿
创立“邵蛮楼胡辣汤”品牌，不仅开启了
西华胡辣汤“触电上网”的大门，还给村
集体经济带来每年40余万元的收入。

贫困发生率从 34.2%降到 0.9%；
涣散党支部变成全省“五好党支部”；
村民年均收入从不足 3000元到突破
8000 元……这些数字背后是秦倩燃
烧的青春和热血与4次病倒在岗位上
的艰辛。“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扎根农
村、投身脱贫，才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
的庄严承诺。”她说。③3

“闺女书记”长成记
——“守初心 担使命”脱贫战场显身手之三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侯晖

盛夏时节，南粤某训练场上热浪如
潮。指挥员一声令下，一位嗓音低沉、
满脸坚毅的特战兵跑步入位，随着几
声清脆的枪响，5发子弹全部命中靶
位。在他身后，几个特战队员鼓起掌
来：“洋哥文章写得好，射击也不含

糊！”
战友们口中的“洋哥”，是来自商丘

市的杨洋，武警广东省总队机动支队特
战二中队指导员。从一名全国优秀大
学毕业生到一名基层单位主官，杨洋付
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2012年，即将从商丘师范学院毕
业的杨洋在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
生录取通知书时，却作出了报名参军
的决定。

做别人不常做的事情，免不了被
误解。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全国优秀大
学毕业生放弃读研到部队当一名普通
战士，杨洋的选择在校园传开后，立即
引起广泛议论，甚至有人质疑其入伍动
机。杨洋没有多作解释，毅然决然地穿
上了迷彩服。7月27日，说起入伍的初
衷，杨洋感慨万千：“我是军人后代，打
小就想当兵，当一名特战兵。”

第 一 次 跑 5000 米 时 坚 持 不 到
1000米、单兵战术不及格、实弹射击

“剃光头”、紧急集合拖后腿……刚入伍
的杨洋成了连队里出了名的“老大难”。

拼搏是青春的印记，汗水是最好
的洗礼。战友们徒手进行5000米跑，
他就腿绑沙袋负重跑；动作不标准，一
遍不行来两遍，两遍不行来十遍……
新训结业考核，杨洋的成绩名列前茅，

“文秀才”变成了“武状元”。
两年后，杨洋获得了参加提干考

试的机会，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70分
的优异成绩通过选拔。完成初级警官
任职培训后，杨洋接到了到高原地区
驻训的任务。当他得知部队组织“高
原练兵”大比武后，就再次进入“疯狂”
的训练状态，每天在训练场上千锤百
炼、挥汗如雨。最终，杨洋交出了一份
5公里武装越野、器械、战术 3个课目

第一名的成绩单。
训练成果咋样，实战最有发言权。

杨洋奉命带领3名战士抓捕一名犯罪嫌
疑人。犯罪嫌疑人系持刀伤人后逃逸，
不仅身材粗壮，而且十分狡猾，多次逃
脱抓捕。面对手持短刀的抓捕对象，杨
洋一踹封喉，将其压制在地。“与穷凶极
恶的犯罪嫌疑人过招，并没有影视剧中
的那般精彩，需要的是一招制敌的硬
功。”杨洋言语间透着几分淡定与自信。

当兵7年来，杨洋在媒体上发表文
章近500篇，荣立二等功一次，多次受
嘉奖。在杨洋的言传身教下，该中队许
多战士成了响当当的尖兵，40多人被评
为优秀士兵，6人立功，5人考入军校。
机动支队特战二中队连续多年被武警
广东省总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让杨洋的脸
上增添了不少皱纹，皮肤也变得粗糙，
双手结满了老茧，看上去与他的年龄
极不相符。“军队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只要朝着目标不断奋进，就
能谱写出更加绚丽的青春篇章。”杨洋
告诉记者。③8

杨洋：文武双全特战兵

走进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映入眼帘（7月25日摄）。花石村是省级生态文明示范村，林木覆盖率达80%以上，林业年产值超过2000万
元。这里有火红的党旗雕塑，有古色古香的商水河廊桥，青山披绿装，四季花飘香，引来游客无数。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张海涛 摄

（上接第一版)
“一朵牡丹能开出整个春天！”该

公司负责人、牡丹产品研发专家詹建
国介绍，通过精深加工，他们生产销售
的有牡丹花茶、牡丹保健枕、牡丹化妆
品等众多产品。

“牡丹全身都是宝。籽、花、茎、根
都有良好的药用或食用功能。通过综
合加工利用，可以延长产业链条。”洛
阳市牡丹办主任张蓉辉说，该市现有
牡丹深加工企业 28 家，产品 200 多
种，牡丹产业总产值达285亿元。

何人不爱牡丹花

牡丹以其自身抗寒耐旱的特点，还
走进了贫困地区和丘陵山区，让万千农
户增收脱贫。目前，洛阳市有牡丹生产
企业 173家，年产观赏牡丹种苗 1405
万株、油用牡丹种苗2.075亿株。

孟津县送庄镇凤凰台村的洛阳美
冠园艺有限公司里，牡丹种苗长势良
好，盆养牡丹枝繁叶茂。近两年，该公
司通过吸纳就业的方式，带动贫困户
脱贫增收。

“‘富贵花’让俺走上了致富路。
有谁不爱牡丹花？”62岁的凤凰台村村
民郭金亮朴实的话语中有掩饰不住的
喜悦，“在这儿侍弄花草，每天能有五
六十块的收入。”

家住洛阳市洛龙区的退休职工付
治水热衷牡丹文化，爱牡丹爱到了痴

迷的地步，人称“牡丹付”。走进付治
水家，仿佛一脚踏入了牡丹博物馆：墙
上“盛开”着不同材质制作的牡丹画、
茶几旁的牡丹玉石雕刻栩栩如生、柜
子上陈列着形状各异的牡丹酒瓶……
付治水说，家里的牡丹藏品已经有上
万件。

每天与“牡丹”相伴，付治水身心
愉悦。他说，虽然自己的许多藏品并
不值钱，但是在爱牡丹的人看来，这些

“宝贝”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
值。

当得知在投票中近八成公众支持
牡丹为国花时，“牡丹付”十分激动：

“自古以来，牡丹就与人民群众的生活
息息相关，‘花开富贵’‘国色天香’都
是人们对牡丹的由衷赞美。推选牡丹
为国花是全社会的期盼！”

“牡丹文化底蕴深厚，唐代就被誉
为国花；牡丹端庄大气，是国泰民安的
象征；牡丹集观赏、药用、食用于一身，
是惠民富民的朝阳产业。”河南省牡丹
芍药协会会长何松林说。

走过数千年历史的牡丹，正迸发
出新的生机，被时代赋予更丰富的内
涵。牡丹不寻常，它从历史走来，披一
身荣光；牡丹很寻常，它是万千花卉中
的一种，香飘千家万户；牡丹很时尚，
它全身都是宝，“科技味”十足。

一朵牡丹，象征着浓情、圆满、吉
祥、繁荣，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③8

一朵牡丹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