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纷纷扰扰的中部新特区之争终于有了结
果!三个竞争对手"武汉和长沙同时榜上有名"

唯一落榜的就是郑州!

专家认为"相比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
群"#郑汴一体化$显得#弱小%年轻%不够分
量$"如果以中原城市群的名义来申请新特区"

可能几率更大一些!

但也有专家认为"中原城市群的弱点是其
改革探索没有&郑汴一体化$相对成熟"其城市
间的合作还仅仅停留在口号%文字上"没有形
成真正意义的联合%对接"也没有带动城市区
间的经济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并未形成有机
联系'

有分析者建议"成为新特区后"武汉和长
沙肯定是受益者" 政策导向和
资金扶持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
它们"而从投资角度"也会获得
更多人的看好和更多的投资!

因此今后几年在吸引投资上"

郑州的吸引力会落后于武汉和
长沙"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下大
工夫弥补这一劣势!

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
万通集团主席冯仑在一次论坛上

说" 现在房价上涨跟需求有很大的关
系"需求至少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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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说
有

$""

个人要买房"实际要买房的至
少有

$!"

个!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住房
需求"跟&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

分不开! 他认为" 如果政府强制规定
%!

岁才能买房" 将降低对住房的需
求"从而降低房价! 冯仑开出的偏方"

引起了经济学家与房地产商的兴趣!

经过
&

个月的改造"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原航站楼旧貌换新颜"并
将于本月底投入使用"飞机停机位
也进行了扩容"最大停机坪可停空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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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在全国"只有北
京%上海%广州的三大机场完全具
备了

'%&"

的起降及停靠条件!改
造后的老航站楼已与投入使用的

新航站楼&连体$"外形
都是波浪形的造型! 与
原航站楼相比" 改造后
的航站楼功能进一步升
级(内设观光电梯"并将
引进肯德基) 顶层将设
置茶座"茶座属敞开式"

高于二层约
!

米" 可以
坐观飞机起落! 地下设
有 停 车 场 ! 总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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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可以满足年
旅客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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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在航站
楼的最西端是贵宾厅"整个贵宾厅
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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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贵宾室"最大的贵宾室
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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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在贵宾通道
最西端设有操作间"如果乘客吃不
习惯郑州的食品"也可以自己或让
厨师做个私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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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诺贝尔奖由幽默科
技杂志 *不可能的研究纪录+

评出" 专门奖励创意独特的
&另类$研究成果) 如今年评出
的用&伟哥$帮老鼠倒时差,从
牛粪中提取香精%&同性恋炸
弹$% 无底碗-.各种新奇搞
怪的&科学创意$让众人捧腹
的同时"也使人领略到创造性
思维之乐趣)

阿根廷基尔梅斯国立大
学研究小组的获奖研究是一

项仓鼠时差试验)

研究人员利用不
同时间开关灯让
仓鼠产生时差"然
后给它们服用抗
阳痿药物&伟哥$"

结果发现仓鼠服
药后"适应

!

小时
时差所需时间减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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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英国
医学杂志+发表的
有关吞剑及其副
作用的报告也得
了奖) 来自美国田

纳西州的吞剑表演者兼报告
合著者丹/迈尔说" 吞剑会造
成喉咙损伤,食道穿孔等! 吞
剑损伤多发生在已受过伤后
继续表演或同时吞多把剑的
情况下! 迈尔本人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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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吞多把剑表演后"整整
一个月仅能进流食!

本届另类诺贝尔奖&营养
奖$颁给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消
费者行为和应用经济学教授
布赖恩0万辛克) 他用一个特

制的&无底碗$证明"人会被眼
睛所见蒙蔽"喝下比平时更多
的汤)

万辛克让研究对象用装
有导管的特制碗喝汤"同时慢
慢注入更多的汤而不被察觉)

万辛克说(&我们发现"用这种
碗喝汤的人"比正常情况下多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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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汤"却没觉得更饱) $

从牛粪中提取出香草味
香精的日本医学专家,通过研
究床单褶皱得出 &皱床单公
式$的美国哈佛大学应用数学
教授马哈德万和智利圣地亚
哥大学教授比利亚夫兰卡等
人同时获奖)

美国空军获得另类诺贝
尔&和平奖$"因为空军研究人
员提议开发一种 &同性恋炸
弹$" 让被击中的敌方士兵互
相产生爱慕之情"丧失战斗意
志) &另类诺贝尔奖$创始人,

*不可能的研究纪录+ 杂志编
辑马克0亚伯拉罕曾与数名美
国空军退役和现役军人磋商"

但无人愿意代表军队前来领
奖)

像蜗牛一样活着
意大利北部小城基亚文纳因

一种特有佳肴而出名"另一个城市
奥尔维耶托则是发展清洁能源交
通系统的先锋..这些城市初看
上去并无联系"但它们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慢城$运动的成员"当地
人的生活都处于&慢半拍$的状态)

而目前已有六十多个欧洲城市加
入了&慢城$运动"这种&生活节奏
慢半拍$的城市形态正在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

广州新贵的休假方式
以往常有广州富人聚集的休闲娱乐场合近来都有点寂寞" 原来新贵

们有了新的嗜好111上课)豪门里的先生们热衷于&上课$"有可能来自投
资市场的空前活跃和对管理人才的资源需求)投资与管理的培训"目前是
先生们参与热情最高的两个项目"而且通过&上课$他们可以与经济学家,

投资专家, 管理专家频繁接触" 借以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营水
平"然后有更好的条件去积累更多的财富)

苗条身材有助降低乳癌死亡率
一直以来"乳癌就是严重威胁女性身体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医学

界对于这项疾病也十分关注) 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被诊断患有乳癌的
女性体重每增加

$$

磅"也就是
!

公斤左右"其死亡风险就会增加
$+,

)

尽管它还不是确切的结论"但是却表明控制体重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
是需要的"在患乳癌时这一做法可能显得尤为重要)

搞怪!另类的诺贝尔奖

郑州机场放得下
!"#$

新特区之争郑州落榜

$(

月
$(

日"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局
长王鹏向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作了
关于 *郑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编制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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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近期规划" 建设项目投资总

估算约
+-"

亿元)

!

年内"郑州主城区将规划建设
%%

座新立交111其中包括规划建设以下穿
隧道为主的简易立交

(&

座和新建成
!

座高架路2 市区两条主要干线将建两条
地下长隧道2 规划建设快速公共交通线
路

%

条2建设
$.

处行人过街通道2近期
开工建设轨道交通

(

号线一期工程
..

此次综合交通规划基本思路就是在
主城区布局 &一环两横一纵$ 快速路系
统'一环为三环环城快速路"两横为金水
路1建设路,陇海路"一纵为沙口路1京
广路'

&一环两横一纵$建设实现后"市区
快速路与外围高速公路有效衔接" 可实
现

%"

分钟市区交通圈的规划目标"即
主城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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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上快速路"快速路
$!

分钟上高速'

主城区内共规划道路立交
!%

座
3包括现状立交

("

座4" 规划互通式立
交

!

座"集中在三环快速路上"规划简易
立交

(&

座" 集中在主城区交通主干道
上" 考虑到对城市的景观影响"

(&

座简
易立交以下穿隧道为主' 中心城区快速
路"包括三环路快速路,建设路

)

金水路
快速路,陇海路快速路,沙口路

*

京广路
快速路'

郑州市快速公交规划目标是" 在中
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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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出行时间小于
+!

分
钟"都市区内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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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快速交通要
承担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

!"$

1

."$

'

郑州市规划建设的
/01

走廊总长度为
(("

公里"其中旅游线
%&

公里"市区线
$&(

公里' 可规划建设快速公共交通线
路

%

条"全长约
!"

公里'

%年后"郑州不再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