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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林

郑州市的治河理念正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

"保持河道土壤裸露的原生状

态#培育$人工湿地%#用自然的力

量使清水再生& '

!

月
"

日#郑州市

河道整治及生态水系截污工程项

目部一位负责人#这样概括郑州治

河的一种新理念&

悄然推进的治河新理念

在郑州市建成区的周边#首批

自然河流整治正在进行& 它们是(

十七里河)十八里河)七里河和贾

鲁支河&

"一些城市正忙着挖开河道的水

泥石块#恢复土地原貌#栽种植物#建

造$人工湿地%& '正在河道整治工地

上的郑州市水利局副局长李留宪说#

他们也在谋划同样的事情&

郑州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参

与了此次河道整治&该院一负责人证

实#他们从外地市取经后#完成的河

道内建造"人工湿地'的理论研究#已

进入撰写实施方案阶段&

"借用大自然的力量使河水变

清#被称为生态治河& '这位负责人说#

建立"人工湿地'只是一个信号#它反

映出郑州市治河理念的转变&

为什么改变治河方式!

在此之前#郑州市治理河渠最

常见的方式即是硬化河道&为什么

原有的观念突然间发生了改变*

"治河的第一目的是为了防洪

排涝& '郑州市水利局河道处的工

作人员介绍#除黄河以外#流经郑

州的还有
#$

条自然河流# 为了提

高排洪时速#河道硬化#河水存留

时间短#雨季泄洪能力强&

郑州市市政管理局城区河渠

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解释#市区内的

金水河)熊耳河)东风渠进行河道

硬化#一方面是为了泄洪#同时还

考虑了景观改造的需要&

"改变是为顺应自然规律& '

李留宪说#硬化的河道完全隔离了

河水与地下水的交流#虽然在应急

泄洪时发挥了作用# 但从长远而

言#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自然规律&

新理念将带来的变化

"河道中的$人工湿地%#通俗

讲就是沼泽地& '郑州市河道整治

及生态水系截污工程项目部负责

人张运通说#"但看似简单的沼泽

地#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

据介绍# 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

降# 郑州地下漏斗区已是建成区面

积的
%

倍& "蓄住天上水#拦住过境

水'成为提高地下水位的主要方法&

"取消河道硬化#科学合理地降低河

水流速#可充分涵养地下水& '张运

通说#"人工湿地' 还可净化河水杂

质#使清水再生#改变环境&

"硬化河道的成本每公里最

低需要
&$$

万元 & ' 郑州市水利

建筑勘测设计院的负责人说 #生

态治河#不需要石料水泥#费用大

幅下降#建设"人工湿地'#每立方

米的河水净化粗算成本不过一毛

多钱&

"至关重要的是# 新的理念带

给我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李留

宪说&

"名词解释"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是由人工建造并控制

运行的与沼泽地类似的地面! 将污

水"污泥有控制地投配到人工建造的

湿地上!污水与污泥在沿一定方向流

动的过程中!利用土壤"人工介质"植

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

同作用!对污水"污泥进行处理#其作

用机理包括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

原"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

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

收及各类动物的作用$

!"#!

不再一味求硬化

郑州河道治理引入人工湿地

湿地是河道自然的生态$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栾姗,郑州市经济

委员会近日下发通知说# 今年将引导

园区内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

组建大型园区企业集团# 整体包装上

市进行融资&

这份-

&$$'

年郑州市产业园区建

设工作指导意见.指出#郑州市会选择

一些产业特色突出) 企业产品类同)产

业关联度大的产业园区#如新密造纸工

业集群区)耐火材料工业集群区)荥阳

建筑机械工业集群区)阀门工业集群区

等中小企业聚集度比较高的重点园区#

通过股改和重组后上市融资!

据悉#苏州高新区就是以"苏州高

新'为名在上交所整体上市的!郑州市

产业园区建设工程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说# 郑州市多数产业园区的竞争力还

不够强#缺乏龙头带动企业#组建大型

园区企业集团可以提升园区整体竞争

力#拓展"郑州制造'市场份额!

&$$'

年#郑州市重点产业园区工

业增加值预计达到
"($

亿元# 实现销

售收入
&($$

亿元#力争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达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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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惠婷,

%%

岁的厨师郜

根峰
!

月
'

日就要捐献造血干细胞了!

郜根峰是全国第
)#*

名# 河南省

第
'!

名# 郑州市第
%)

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自称比中彩票都幸运的郜根峰

说#他家住新郑市#目前是郑州市嵩山

饭店的一名厨师! 他将捐献造血干细

胞去挽救在苏州住院的一名
#'

岁白

血病男孩!

"郜根峰将成为炎黄故里新郑市

的第
(

个成功捐献者# 作为一个县级

市能有这么多人成功捐献# 这在全国

绝无仅有!'中华骨髓库河南分库郑州

工作站负责人顾国荣说!

据悉#捐献者与患者之间的
+,-

分型完全吻合#才算配型相合!直系亲

属与患者
+,-

相合的几率为
#.!

! 在

非血缘关系人群中# 配型相合的几率

只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分之一# 所以捐

献者较为集中在某一地区的情况非常

少见!

!"#!

本报讯 +记者惠婷 实习生窦颖,

"中牟发展的外向度越来越高#各级领

导干部今后都要学说普通话'!在中牟

县日前召开的一个大会上# 中牟县县

委书记崔绍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对于这个没有写入讲话稿的要

求# 崔绍营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进行

阐述!

他说#随着郑汴一体化的进程#中

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这两

年到郑汴产业带投资) 到中牟兴业的

客商越来越多# 中牟对外经济合作越

来越广泛 #来自东北 )江浙 )广东 )台

湾)新加坡的客商络绎不绝#从县领导

到乡镇) 村组干部都会不断和外来宾

客打交道# 如果不会讲普通话而满口

方言#双方交流将大受影响#"引资'可

能会因此"泡汤'!

"在招商中一定得讲普通话! '中

牟县商务局局长魏定奇深有感触! 他

要求商务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讲普

通话#即便再蹩脚也要慢慢说!

"当然了#如果到村里工作#和农

民打交道#还是应该讲方言! '崔绍营

说!

!"#!

郑州酝酿
产业园整体上市

新郑成为
骨髓捐献集中地

中牟要求
干部学说普通话

图说郑州

"

月
!

日!郑州市%创建文明城&文明我先行'(((

中原区百次志愿者集中行动正式启动# 志愿者们

在街头清理美化环境!清除乱贴的小广告!劝阻不

文明行为#

!"#!

本报记者 何可 摄

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

月
#

日!郑州至新郑的高速公路沿线
$

近千名河

南中原高速公路公司职工在清理垃圾!以迎接即将举

行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重大活动#

$%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高速路旁清理垃圾环保布袋比拼创意 奥运圣火模拟传递

"

月
!

日!在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中路小学!师生

们在操场的环形跑道上模拟了一次奥运火炬传递的

过程!以此让学生们感受这一全球性的盛事!并了解

奥运火炬传递的意义#

$%

本报记者 董亮 柯杨摄

一群%小模特'走到前台!他们%秀'的不是时

装!而是自己缝制的创意布袋#近日!郑州市管城区

外国语小学!举办了一场环保布袋设计大赛!以激

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

本报记者 柯杨 摄

本报讯+记者柯杨,

!

月
&

日#

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对外交流服务

中心和相关中学的信息表明#选

择"洋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数量呈

增长趋势#去年已经突破千人! 但

是专家建议#单纯为了规避中招)

高考去上"洋高中'并不可取!

据介绍#目前在郑州#读"洋

高中'有两种途径(到国外上高

中#或者到一些中学和国外合作

开办的国际部就读!

省实验中学在全省最早开

办国际部 # 目前已增加到
!

个

班# 去年能容纳
#*$

多名学生#

报名者近
"$$

人!

目前#除了省实验中学的中

加班是政府合作项目外#其余中

学的国际部多是国内外高中学

校之间的合作办学! 这些国际部

开设的一般都是国外高中课程#

学生毕业后#有的可以申请到国

外大学就读#有的还要通过国外

预科班考试后才能升入大学!

上这类学校一年学费在两

万元左右#比上真正的"洋高中'

低廉许多#据河南金城出国留学

培训交流中心介绍#去澳大利亚

读高中一年花费约为
#(

万人民

币#英国约
&$

万人民币#上私立

高中费用更高!

郑州教育对外交流协会一

位工作人员认为("为了避开国

内考试去读/洋高中%#这种盲目

出国的想法要不得! 国外上学也

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轻松!

要上国外的知名高校#面临的竞

争更是全球范围内的! '

此外#选择国际部意味着放

弃高考#目前郑州多数国际部特

别是校校合作的那种#并不能保

证学生如数升入国外大学#以往

就有学生无奈回郑自谋出路的

例子#走这样背水一战的路尤其

需要再三考虑!

!"#)

初中毕业生就读"洋高中'升温

专家提醒!"洋高中#其实不轻松

近日! 郑州市管城区司

法局首批专职调解员走上街

头实践调解纠纷!锻炼口才#

据介绍 !目前 !管城区

是郑州市选任专职调解员

最多的城区!共有
&'(

余名#

该区司法局于本月
&

日举

办了专职调解员培训班!培

训内容包括法律基础知识&

调解工作技巧等# 经过培训

考试后!人民调解员将持证

上岗#

&%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李若凡 摄

人民调解员

街头练口才

小区车位费怎么收才合理$

郑州丽江0水花园小区的业

主们最近收到物业公司的一份调

查表#征求小区收取地下车位费的

意见! 随后#业委会公布调查结果

称#已征得业主同意#按
!$

元
"

月
"

辆的标准收取车位费!

"有多少业主同意这样收停

车费* 这笔钱准备怎么花#有没有

预算* 业委会不能给张单子就收

钱! '丽江0水花园一位业主说!

-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规

定#全体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

场地停放机动车辆的#是否交纳

车位占用费# 由业主大会决定!

业委会是通过业主大会选出来

的#业委会作出的决定 #为何业

主不支持呢*

金水区房管局物业管理科

科长程玉霞说#车位占用费的收

取应由业主大会决定#但在实际

操作中# 开一次业主大会很难#

所以业委会多采取调查问卷的

形式!但这种调查需要
)$!

以上

的业主同意才算数*还是
($!

的

业主同意就可以* -条例.并没有

具体规定 # 这无疑给了业委会

"猫儿腻'的空间!

"小区停车位收费的问题 #

其实是考验业委会有无监督机

制的问题! '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艳秋说#住宅小区车位占

用费的征收必须要委托物业公

司#一方面是因为物业公司有资

格出具收费票据#另一方面业委

会也需要委托物业公司管理车

位! 这其中#业委会和物业公司

扮演了何种角色#有没有利益关

系* 特别是牵涉到收费的问题#

一定要有本明白账!

姚艳秋说#住宅小区车位占

用费的征收用途)程序)标准#应

有一个和-条例.配套的"细则'!

住宅小区车位占用费的征收程

序如果采取调查问卷#必须公示

全部业主的意见 1 征收标准方

面#细则应对多层)高层住宅有

个指导价 1 征收用途要采取事

前)事后公示#包括车位费补充

维修资金) 支付物业管理费)业

委会办公费用的明细表!

郑州市物价局公用事业处

处长楚君艳说#原先小区收车位

占用费有个指导价#但-条例.中

规定由业主大会决定#物价监管

部门就退出了管理! 近期#房管

部门正在会同物价部门出台意

见#指导和监督住宅小区公共停

车收费!

!"%*

!

本报记者 栾姗 王晓欣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

!

月
"

日#郑州市车管所发布消息(在机动

车报废期的前两个月# 车主可以申

请车辆延缓报废!

郑州市车管所有关负责人介

绍#机动车到报废期限后#如果车辆

年检合格还可以继续使用# 但车主

需要申请延长车辆报废期!

当日起# 在机动车达到报废期

限的前两个月# 车主可以到郑州车

管所办理车辆延长报废期手续#不

需要再等到车辆年检时来办理! 如

果逾期不办理的# 车管所将视其为

放弃延长车辆报废权利# 车辆应自

然报废#且不予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在机动车报废延缓期间# 如果发现

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测不合格#车

管所将予以强制报废!

车管民警提醒# 如果机动车逾

期不报废# 其车号牌将会被车管部

门自动注销! 对驾驶报废车上路的

司机 # 警方将对其处
&$$

元以上

&$$$

元以下罚款 # 并吊销其驾驶

证!

!"%*

机动车报废期前俩月

车主可申请延长报废期

本报讯 +记者李林 ,郑州市主

销的泰国香米和国产大米价格稳

定#供应正常#未受到全球米价抬升

的影响!

!

月
"

日郑州市物价监测

中心发布了此消息!

由于国际大米需求强劲# 而主

要出口国供应吃紧# 近来国际大米

价格一直大幅上涨!

%

月
&"

日#作

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报

价从每吨
('$

美元涨到了每吨
"*$

美元#涨幅超过了
%$/

#达到了
&$

年来的最高点!

"由于供应充足#郑州市场上的

大米价格近期始终保持稳定# 没有

出现顺势上扬!'该中心的物价分析

师说!

监测部门
!

月
*

日在市区内思

达买+桐柏路店,采样#金豚泰国香

米+

(

公斤装,价格为
!*

元
.

袋#金熊

泰国上等香米和茉莉香米分别为

(%

元
.

袋和
('

元
.

袋 #世纪联华 +汝

河路店, 的香米价格与思达买基本

一致!散装东北粳米价格为
#0'$

元
.

($$

克#价格平稳!

!"%*

郑州米价保持稳定

本报讯 +记者栾姗,

!

月
'

日至

!

月
#%

日#郑州汽车南站开通新郑拜

祖直通车# 该站在原有
#!

辆新郑专

线大巴的基础上#再投放
*

辆豪华大

巴#确保平均每
#$

分钟发一班车#满

足拜祖和正常出行旅客的需求!

郑州汽车南站是省会主发新郑

线路的车站# 每天发送前往新郑的

旅客量在
%$$$

人次左右! "预计
!

月
'

日前往新郑的客流量会在

!$$$

人次以上! 投入
*

辆豪华大巴

后# 郑州至新郑的发车时间由原先

#(

分钟改为
#$

分钟一趟# 同时站

内还开设新郑拜祖直通车专线售票

窗口和旅客乘车快捷通道! ' 郑州

汽车南站综合办刘惊涛说# 如果这

些车辆还不能满足旅客需求# 该站

将从其他线路上调整档次高) 车辆

新的营运车辆!

据了解# 游客参加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 除了从郑州汽车南站坐车

外# 还可以从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

或乘坐
#)

路公交车前往新郑!

!

月
'

日至
!

月
#%

日#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

&$$'

中国国内旅游交

易会在郑州举行!

!"%*

汽车南站开通拜祖大典直通车

本报讯 +记者柯杨,

!

月
"

日#

来自郑州市文博系统的
"$

名专职

中)英语讲解员报名#参加
*

天后由

文化部门统一进行的专业培训!

本次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
(

个

方面(讲解基础)讲解技巧及讲词的编

写)发声练习)形体训练)基础英语!

"文博场馆免费开放对讲解员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郑州市文化

局博物馆处处长邓学青说#"我们希

望借这次培训提升讲解员的知识储

备和交流技巧# 从而为参观者提供

更高质量的服务! '

据介绍# 目前在全市文博场馆

中# 讲解员的职业素养提升速度普

遍跟不上科普场馆硬件发展的速

度# 主要表现在讲解员业务素质和

讲解水平有待规范和提高# 专职人

员人手不足# 会外语的讲解员更是

屈指可数等!

为期一周的培训结束后# 郑州

市文化局会对这
"$

名讲解员进行

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 "讲解员要

成为各场馆的/名片%#不仅能为参

观者答疑解惑# 还要有和相关领域

专家交流对话的资格! '邓学青说!

目前郑州市免费开放的文博场

馆包括郑州市博物馆和二七纪念

馆!这两处场馆的负责人均表示#免

费开放后参观者骤增# 考虑到馆里

专职讲解员人手有限# 他们正在招

聘志愿)义务讲解员!

!"%*

培训讲解员

郑州备战文博场馆免费开放

本报讯 +记者柯 杨 实习生

秦燕 ,郑州市要招募
%$$

名 "环境

保护义务监督员'#

!

月
"

日招募工

作开始的第一天# 就有近百名市民

报名参加!

"打电话或者通过互联网报名

的有
%$

多人#还有四五十位市民已

经预约了报名时间! '当天#郑州市

环保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火

爆程度出乎我们预料! '

据介绍# 从当天至
!

月
%$

日#

郑州市环保局公开招聘
%$$

名环保

义务监督员#原则上各乡+镇,及街

道办事处应分布
#

至
%

名!

义务监督员的主要职责是#对

郑州市环境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1 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

监督1宣传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

规#带动公众参加各种环保活动!

"义务监督员将成为环保部门

与社会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位

工作人员说!

!"%*

本报讯 +记者何可 ,郑州市将

建设三组标志性城市雕塑!目前#中国

雕塑学会正公开向社会征集方案!

这三组大型雕塑将安放在绿城

广场) 中州大道与机场高速路交叉

口)中州大道与金水路交叉口#雕塑

高度均超过
&$

米!

日前召开的郑州市雕塑建设

会议明确提出# 今年将建成
!$

组

大型城市雕塑作品#去年新增大型

雕塑为
#&

组!"郑州市雕塑建设的

步伐在加快! '郑州市园林局有关

负责人说!

据统计#目前郑州市区有近
"$

组雕塑# 明年市区还将安放
#$$

组

大型雕塑!届时#该市大型雕塑数量

将超过
&#$

组!

对现有雕塑作品# 郑州市将按

作品质量进行分级管理# 拆除艺术

水平低下)粗制滥造的作品!

郑州市副市长穆为民说#在保证

政府投入前提下# 将尝试公建民助)

捐资)出让雕塑冠名权等方式#引导

社会资金参与城市雕塑建设!

!"%*

市民踊跃报名环保监督员

省会征集标志性城雕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