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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壹號公馆

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情
况：“壹號公馆”项目位于人和路东侧、平安街西、兴
业路南、天安街北侧（新密市产业集聚区内）。 项目总
占地面积 18891.2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270.83
平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产行政
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
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
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
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2019 年 4 月 25 日。 2、招
标文件领取地点：新密市文化街 12 号房地产管理服
务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56176237

招标人：郑州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朗悦天域北苑（商业）”小区项目位于郑州

市高新区雪松路西、迎春街北。 项目总占地面积
18900.56m2，总建筑面积 144817.09m2。 现公开招
标重新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司。 一、投标单位资格
要求：1、资信良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
录。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4 月 25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
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
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
业大厦 716 房间（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
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7889731

招标人：郑州朗悦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恒泽通健康置业有限公司
决定对郑州恒大国际健康未来城·养生谷 7 号地块建设项
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
明：项目位于荥阳市飞龙路与京襄路交叉口东南侧，总占
地面积 44049.15m2，总建筑面积：99171.86m2，容积率：
1.5996，建筑密度：19.73%，绿化率：31.20%。 二、投标单
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
允许参加投标。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地点：
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2019 年 4 月 25 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恒泽通健康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
教育部门获悉，连续3年，河南先后有36
所高校获批新增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本科专业，力争到 2020年，助力
河南大数据产业竞争力迈入全国第一
方阵。

据了解，2016年，教育部在高校开设
大数据本科专业，首批仅有北京大学、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大学 3所高校。

2017年 3月，全国第二批 32所高校获批
设立该专业，其中，黄河科技学院是我省
首家获批的高校。2018年，我省河南大
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 21所本科院校
新增该专业。2019年 3月 29日，河南理
工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等14
所河南高校获批设立该专业。至此，河
南3年已有36所高校开设该专业。

据介绍，2018年 5月，《河南省大数

据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我省要
用三年左右时间，形成技术先进、应用繁
荣、保障有力、产业链完善的大数据产业
生态系统，大数据创新应用水平走在全
国前列，产业竞争力居全国第一方阵，成
为全国一流的大数据产业中心。从2018
到 2020年，我省 3年内大数据核心产业
的规模，将完成从不到 400亿元到突破
1000亿元的跨越。

本报讯（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关超 文/图） 4月17日，郑州南站郑万正
线预制箱梁架设全部完成，实现了郑万
铁路河南段南北贯通，为郑州南站郑万
正线铺轨和 8月 1日联调联试提供了有
利条件。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郑州南站郑
万场郑万正线需满足 8月 1日联调联试
的要求，郑万正线需在 4月 20日前完成
23孔箱梁架设，6月 30日前完成铺轨，
除去春节，有效工期不足6个月。

面对重重难关，为确保“8·1”节点，
中铁四局郑州南站ZNGJS-1标项目部在
郑万场保通段设立6个分部，并将驻地均
设置在施工现场5分钟范围内，现场安排
2000余名施工人员和 150余台机械，24
小时作业施工，以集团会战确保了工期。

全省启动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
年专题活动
超七成学校食堂
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共同守护
校园净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
长、快乐生活。昨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全省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
建设年工作方案》日前印发，即日起，全
省将启动为期一年的教育系统校园及
周边安全建设年专题活动。

每学年安全教育≥12课时
加强安全、法治和心理健康教育，方

案明确，将安全教育与德育、法治教育、生
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有机融合，落实
安全教育课时、教材、经费、师资，中小学
每学年不少于12个课时。另外，严格落实
门卫值班制度，严禁未经许可人员进入校
园，寄宿制学校还要实行夜间巡逻，确保
24小时有人值班值守。

师德失范“一票否决”

加强教职工管理，严把准入关，定期
开展排查，对品行不端，不适合从事教育
工作的人员，及时调离并妥善处理。《方
案》明确，落实师德“一票否决制”，严肃处
理师德失范行为情况，防范和避免内部人
员发生侵害学生的事件；动态掌握校园及
周边有潜在暴力倾向的各类重点人员底
数，逐一登记造册。

定期开展“学生欺凌”专项排查
方案明确，学校要成立学生欺凌治理

委员会，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特别强调要定期开展针对全体学生的
防治学生欺凌专项排查，及时查找可能发
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在
发生的欺凌事件，严肃处理，对涉嫌违法犯
罪及时向政法部门报案。

另外，积极防范对学生的传销、诈骗、
校园贷和社会人员进入校园煽动、串联、
制造事端等。

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学校食堂必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堂从业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每年必
须进行健康检查，接受食品安全培训；严
格管控食品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清洗
消毒、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禁止采购无食
品标签、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及超过保
质期的米面油等食品及原料；中小学幼儿园
食堂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比例达到70%
以上；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一般不得在
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
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杜绝出
售“三无”“五毛”和高盐高糖高脂食品。

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应坚持公益性
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营养改善计
划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
包或者委托经营。学校生活饮用水及自
备水源，必须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作为供
水水源；严格落实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
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查与登记制度；加强
健康教育。

郑万铁路河南段箱梁贯通
为郑州南站郑万正线铺轨和8月1日联调联试提供有利条件

当今时代，谁抓住了大数据，谁就
赢得了未来。大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
每一个行业和业务智能领域，成为重要
的生产因素。近 3 年，我省高校陆续新
增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专
业，这对于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具
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数据发展日
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
超前布局。”

当前，数据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资源，是21世纪的“钻石矿”，
大数据成为塑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制高
点之一。一个国家掌握和运用大数据的
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
各国纷纷将大数据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将产业发展作为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国
内多个省市也都在努力提高大数据产业
竞争力、提前布局大数据产业。

目前，我省特别是我市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急需进行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豫在郑相关高校与时俱进新增开
始大数据技术专业，能够加快大数据科
学研究与应用人才队伍的培养，对助力
大数据长远发展，培育充足的大数据人
才，打造较为完善的大数据产业创新体
系，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抢占新
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制高点，打造
科技创新竞争优势创造新的机遇。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大力推动大数

据产业发展,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新动
力，有利于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对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
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数据改变生活，数据促进生产。在
大数据时代浪潮中，我们要充分释放大
数据活力，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
字经济，打造较为完善的大数据产业创
新体系，助力郑州、河南的科技进步，为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添彩，为郑州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助力中原更加
出彩做出积极贡献。

3年36所“豫字号”高校开设大数据专业助力产业发展

明年河南大数据产业竞争力
有望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培养和储备更多创新人才
□郑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