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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慢小”升空物

飞行高度在 1000 米以

下、飞行时速小于 200 公里、

雷达反射面积小于 2 平方米的

航空器和升空物，包括轻型飞

机、滑翔机、三角翼、载人气球、

无人机、风筝、孔明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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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在河南辖区各民航
机场净空保护区放飞无人机、风筝、孔明灯
等，当事人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9月 2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为
确保航班飞行安全，民航河南监管局制定治
理“低慢小”升空物防控工作方案，将建立民
航河南辖区“低慢小”升空物防控工作监管机
制，及跨部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防范“低慢
小”升空物恐怖袭击、扰航等事件的发生。

“低慢小”升空物，是指飞行高度在1000
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
积小于 2平方米的航空器和升空物，包括轻
型飞机、滑翔机、三角翼、载人气球、无人机、
风筝、孔明灯等。“低慢小”升空物越来越多，
对民航飞行、百姓出行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

郑州机场航务部负责人介绍，郑州机场
净空保护区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
道端外20公里，包含郑州航空港区；新郑市薛
店镇、孟庄镇、郭店镇、龙湖镇、新村镇、和庄
镇；中牟县黄店镇、刁家乡；郑州市管城区十
八里河镇、南曹乡，二七区侯寨乡，经开区九
龙镇；新密市曲梁镇；尉氏县大营乡、大马乡、
岗李乡、庄头乡、邢庄乡。在此区域内未经允
许开展飞行的非法升空物，统称为“黑飞”。

根据有关规定，在机场净空保护区放飞
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
气球、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情节严重
的，将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同时，
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最大起飞重量为250
克以上（含250克）的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必须
在民航局“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提醒，在机场净空区
违法违规放飞“低慢小”升空物，干扰民用航空
器正常飞行的，将视情依法追究治安违法责任
或刑事责任。必要时，机场公安局可以协助属
地公安机关对相关案事件进行调查。③3

本报讯（记者 栾姗）“现在菜价眼见着便
宜些了，我买了一把芹菜花了一块二，四根黄
瓜也才一块六。”9月5日清晨，郑州市纬四路
农贸市场，市民刘琳琳拎着购物袋买菜很是
爽快，她打算中午多炒一个菜。

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近期主要食品价
格监测数据分析》显示，上周所监测的大白
菜、上海青、青椒、黄瓜、西红柿、白萝卜、茄子、
大蒜、芹菜、胡萝卜、土豆等11种蔬菜价格，与
前一周相比 8降 2升 1平，与上年同期相比 9
降 2升。其中，黄瓜领跑了蔬菜的整体跌幅，
平均价格每斤 2.15元，比前一周平均价格下
降14.68%，比上年同期下降36.2%。

造成蔬菜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处于
盛产期、外运量较大的秋季蔬菜品种集中上
市，且不易保存，菜农急于出清，造成价格“跳
水”；秋季天气逐渐凉爽，前期受洪涝影响的
沿海地区逐步恢复生产，再加上河南本地叶
菜生长旺盛，上市量逐步增加。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调控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秋季蔬菜供大于求，造成价格回落，预计
这种供应充足的状态和持续下跌的价格，会
延续到国庆节前后。③6

在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财政收支压力增大的背景下，
省市县三级财政目前已筹措 36亿
元用于发放“一补两贴”。

为了解教师待遇政策落实情
况，省政府办公厅委托第三方机构
对全省17个省辖市2462所中小学
的 3800 名教师进行了随机调查。
结果显示，截至8月19日，92.6%的

受访教师表示所在学校已经将每名
教师应该增加的津补贴金额明细情
况进行公示，86.3%的受访教师表示
教龄津贴已经足额发放，86.4%的受
访教师表示班主任津贴已经足额发
放，85.2%的受访教师表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已经足额发放。据8月底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原来没有到位
的市县正在陆续发放到位。③4

我省严控“低慢小”升空物扰
乱民航安全行为

净空区“黑飞”或被追刑责

秋季蔬菜集中上市

最近买菜挺便宜

编制、职称、住房、待遇……统统有福利

@各位老师，请收好这份教师节礼物
教师节即将来临，9月 5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教师待遇政策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

主任王作成发布了全省教育大会之后教师待遇政策落实情况。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4月29日，全省教育大会召开，就提高教师待遇作出部署。如今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相关政策落实得怎
么样了？此次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对此一一进行了介绍。

加大编制调剂力度。省委编办
为郑州等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缺口较
大的省辖市调剂了部分事业编制，
为部分新建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
增加了事业机构限额。

创新高校编制管理。我省选取
10 所省属高校开展员额制管理试
点，建立了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

道”，对省属高校急需引进的高层次
人才中符合人才编制使用条件的，
及时核定下达人才编制。

继续扩大特岗教师规模。今
年中央和我省共下达特岗教师计
划 1.58 万名，比去年增加 300 名，
将给我省广大农村学校注入新活
力。

提高高级职称岗位结构比例。对
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高中、
初中、小学、幼儿园的专业技术高级职
称岗位结构比例，在原有基础上分别
进行了5%至8%不同幅度的提高。

全面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截至
目前，全省共有 103 所高校申请组
建了高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其他
暂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可委托有评审
权的高校或联合组织评委会开展职
称评审工作。此外，全面下放中小
学职称评审权限。

对农村教师进行鼓励性倾斜。
在农村连续从教满一定年限的在编
在岗教师，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
制，符合条件的可通过直接评聘、考
核认定等方式，确定为中小学一级
教师或高级教师。

扩大学校用人自主权。高校可
根据需要，在编制或员额总量内自
主公开招聘人才。职业院校可采取
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的办
法，打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
人才任教通道。

到2022年，通过改建、配建、新
建三个渠道，基本实现全省在乡镇
（不含县城所在镇）及以下公办义务
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工作的特岗教
师、支教交流教师、离家较远需在校
食宿的在编在岗教师一人一套周转
宿舍。

计划 3—5 年内，通过建设商
品住房、组织团购、发放购房补贴

或优惠券、按照当地公租房政策提
供教师公寓租住等方式，稳妥有序
满足全省乡镇（不包括县城所在
镇）及以下学校（含教学点）在编在
岗教师的基本住房需求，购买商品
住房的原则上每平方米价格比同
地段同品质商品房优惠不低于
1000 元，或结合当地实际优惠幅
度不低于20%。

□本报记者 史晓琪

职称 提高高级职称岗位结构比例

省市县三级财政目前已筹措

36亿元用于发放“一补两贴”

9 月 5日，焦作市解放区幸福街小学一年级新生在观看手绘作品。新学期开学后，该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课，弘扬红色教育，传承红色
记忆。⑨3 李良贵 摄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西华县网拍（2019）05号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自然
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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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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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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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 日至

2019年 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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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3日 16时。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以河南省自然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拍卖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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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拍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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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序
号

1

2

3

4

5

地块编号

XH2019
-20

XH2019
-22

XH2019
-23

XH2019
-24

XH2019
-25

地块位置

逍遥路东侧
女娲大道西侧
人民路南侧

规划和谐路东侧
安康大道南侧

安康大道南侧
逍遥路西侧

华兴大道南侧
东经五路东侧

箕城路东侧
奉母路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50496.81

49849.93

63851.33

167101.78

12983.65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商服兼容住宅

商服用地

商服兼容住宅

容积率

容积率<=
1.5

1.0<=
容积率<=

1.8

1.0<=
容积率<=

1.8

容积率<=
2.0

2.0<=
容积率<=

3.5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密度<=
45.0%

建筑密度<=
25.0%

建筑密度<=
25.0%

建筑密度<=
40.0%

建筑密度<=
45.0%

绿地率

15.0%<=
绿化率

35.0%<=
绿化率

35.0%<=
绿化率

20.0%<=
绿化率

20.0%<=
绿化率

出让
年限

40年

70年

40年
70年

40年

70年
40年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5300

9720

14360

17500

3505

保证金
（万元）

5300

4860

7180

8750

1752.5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孙新宇）郑州
市大学路、长江路等道路的人行道中修工程已
进行了大半年。9月 5日，市民经过这些路段
时，发现整条道路变得很干净，两边铺设了红色
的步道。但不少人疑惑：整条路的大树根部均
被红色材料覆盖，会不会影响树木的生长？

为了解答上述疑问，记者到该道路人行道
进行了实地探访，并从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获得了答案。

记者在大学路与中原路交叉口南侧看到，
整条街的梧桐树树穴内，一种红色材料覆盖树
根处。有的树穴在靠近树木根部的地方，有一
圈圆形的碎石子铺在四周。

“原本树池里总有一些垃圾，现在看起来确
实简单整洁了很多。可是铺上这些东西后，大
树的树根如何呼吸呢？”附近的市民李先生问。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此回复，今年在对
大学路、长江路、福元路等13条路的人行道进行
中修时，行道树树穴的处理结构，采用了海绵型
聚氨酯透水生态箅子（又称储水型树穴盖板）。

据介绍，透水箅子能保护树木不被往来行
人车辆踩损压损，具有极强的透水、透气性，有
助于提高树木的生存条件，性能符合海绵城市
发展理念。同时，该产品强度较高、耐碾压、耐
踩踏，具有吸音降噪、便于清洁、色彩鲜亮等优
势，有助于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③4

既透水又透气 既耐压又降噪

郑州行道树新“底座”
满是高科技

待遇 筹措36亿元用于发放“一补两贴”

住房 全力改善农村教师住房条件扩大特岗教师规模，今年共下

达特岗教师计划1.58万名

在农村连续从教男满 25
年、女满 20年的在编在岗

教师，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
制，符合申报条件的，直接评
聘中小学一级教师

改善农村教师住房条件，到
2022年，为符合条件的在编

在岗教师提供一人一套周

转宿舍

制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