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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中心血站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受驻马店市财政局委托，我中心将公开转让驻

马店市中心血站位于驻马店市文明大道与文化路
交叉口西北侧的房地产。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到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咨询详情并办理受让申请。

一、出让标的的情况

出让标的系驻马店市中心血站现办公房地产，
位于驻马店市文化路 379 号（文明大道与文化路交
叉口西北侧），包括：

㈠、建筑物、构筑物及绿化
1.1-3 号综合楼、北办公楼、西配楼、北配楼等

建筑物，评估总建筑面积 10185.78㎡，房产准确面
积最终以房管部门登记为准。其中：2 号综合楼和
北办公楼已出租；2 号综合楼、北办公楼、西配楼已
办理房产证。2.构筑物包括：大门、围墙等；3.院内
树木及花坛绿化。以驻马店市正永信资产评估事
务所驻正永信评报字[2013]第 161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评估的资产为准。

㈡、规划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7378.70㎡（原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驻市国用[1994]第 001-1 号、
驻市国用[2001]字第 002 号），规划用地性质为医疗
卫生用地（A5）。具体详见驻马店市城乡规划局驻
规函[2013]160 号文件《关于驻马店市中心城区 XW⁃
WT-01 地块的用地规划条件的函》。

以上资产已经评估，评估结果已报驻马店市财

政局备案。
二、受让方应具备的条件

1.中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2.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3.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受让方受让后，对于土地的利用应遵循驻马

店市城乡规划局驻规函[2013]160 号文件《关于驻马
店市中心城区 XWWT-01 地块的用地规划条件的
函》的要求；

5.有意竞买者须交纳保证金 500 万元（不成交
无息全额退还）。

三、确定交易方式：在公告期内如有两家或两家
以上报名者，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四、特别提示

由于中心血站新办公楼正在建设中，搬迁移交
事项应以签定的《国有资产转让协议》为准，但首付
款金额应为成交价款的 50%。

五、报名地址：驻 马 店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415 室。

网址：www.zmdxzfw.gov.cn
联系电话：0396-2609286 2609265

13839663218
李先生 刘先生

驻马店市产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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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彩民“巧遇”双色球 685 万元大奖

清明小长假期间，淇县各景区游客人数和经济
收 入 均 创 历 史 新 高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1.2% 和
25.1%。

假日期间，淇县各景区推出了一系列踏春活动，
有云梦山踏青赏花、大草原骑马射箭、古灵山泛湖
荡舟、朝阳山登山健身、摘星台游园休闲，此外，挖
野菜、捉螃蟹、放风筝、荡秋千、坐滑道等小活动也
让游客乐在其中。景区内景色优美、活动精彩，吸
引了来自河北、山东、山西、天津以及周口、信阳、濮
阳、新乡等地的大批游客。

近年来，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自然风
光、特色的旅游活动、优质的旅游服务以及全方位
的宣传推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旅游观
光。 （王瑞杰）

春光明媚，天气晴朗，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踏
青，或赏花，放松心情亲近大自然，不辜负这风景如画
的明媚春天。龙潭沟景区停车场上，来自郑州、西安、
南阳、湖北等地的自驾游车辆把整个停车场排得满满
当当。小长假期间，龙潭沟景区共接待游客 3 万人
次，景区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一起游客投诉现象。

（韩立）

清明小长假期间，为确保游客安全出行、满意
出行，周口市旅游局开展了旅游市场检查。在此次
检查中，共抽查了旅行社、景区等旅游企事业单位
20 余家，重点检查了旅行社广告宣传、旅游合同签
订、零负团费、旅游用车的安全租赁以及景区的消
防设施、消防通道、燃香安全、人流疏通等情况。

通过检查，绝大部分旅游企事业单位都能做到
规范经营，但个别旅行社存在规章制度不完善、质
检机构不健全、旅游合同签订不规范等现象，个别
景区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些情况，检查人员提出
了整改意见，并责令相关企事业单位在规定期限内
予以改正。在清明小长假期间，周口未发生旅游安
全事故。 （杨牧野）

清明小长假，天气晴好，济源市迎来了客流高峰。4
月 5日-7日，全市共接待游客 58.4万人次，同比增长
22.1%；实现旅游收入2.2亿元，同比增长23%。

活动效应凸显，旅游小高潮提前来到。节前、节
中，济源市各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及营销活
动，极大地激发了游客的出游热情。五龙口踏青节
延续火爆；小浪底第四届“樱花节”，成为游客清明
节到访的最大“吸引物”和“引爆点”。

组团自驾升温，中短线散客游仍为主流。以郑
州、洛阳、焦作、新乡等省内市场和运城、晋城、长治
等周边市场中短线散客为主流，外地游客占到游客
总量的八成以上。小浪底樱花、马村梨花、卫福安
油菜花纷纷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市民走出家
门，踏青赏花、登山郊游。王屋山樱花园樱花盛放，
成为景区的新亮点；黄河三峡初放的野玫瑰别有风
采；沁河、南山、玉阳山、林海公园等开发场所和乡
野村间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卫艳萍）

4 月 1 日，西峡老君洞景
区第五届紫荆花节盛装开
幕。来自郑州、洛阳等十余
家旅行社、省内外数十家主
流媒体及数百名游客参加
了启动仪式。

老君洞景区位于河南
省 西 峡 县 ，因 道 教 始 祖 老
子曾经在此隐居 120 年而
得名。占地面积 126 平方
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99%；是
一个集老子道家文化、山水溶
洞和森林生态养生、探险为一
体的景区，已开放太清谷、野人
谷、溶洞群、善水广场四大游览
区，被誉为“天下第四洞天”，是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园
区。

紫荆花是老君洞风景区独特
的自然资源，西峡老君洞景区紫

荆花已连续举办五届。老君洞景
区首届紫荆花节为期一个月，游
客在饱览紫荆花的同时，还可欣
赏集老子道教文化和西峡民俗文
化为一体的文化体验活动。目
前，老君洞风景区已发展成为一
个集道家文化、养生文化、山水文
化、生态文化、野人文化、农耕文
化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景 区 。

（朱天玉/文 方先云/图）

4 月 5 日至 7 日，“环球闪耀
相约花都”暨 2014 世界旅游小姐
大赛河南赛区在许昌鄢陵花都
温泉小镇举办。

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是国际
旅游文化界的年度顶级赛事，是
一项国际旅游文化使者的重要
评选活动。大赛于 1993 年创办
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大赛培养、
选拔集美丽、智慧、才识、博爱、
优雅、良好的人品和个性为一体

的出色女性，她们以旅游文化使
者的身份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
起，促进各国旅游文化的相互交
流与合作。

三天清明小长假，省内外几
十家媒体、上万名游客齐聚花
都，徜徉在花都温泉小镇-托斯
卡纳酒店 80 万亩林海中的温泉
里，在天然氧吧里看佳丽云集、
观 万 花 摇 曳 ，度 难 忘 假 期 。

（庞笑笑）

继去年年底，全国人
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
莅临莲花温泉景区之后，
近日，二月河再次来到莲
花温泉景区，对万家园莲
花旅游集团的发展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在二月河与万家园董
事长邢清鑫的交流中，二
月河从自身的经历见闻说
起，举例谈到了“花香”对
人气的拉动作用。他对猿人山
未来的打造提出了“有‘鸟语’也
须有‘花香’”的发展定位。他
说，要趁季节，多种植野菊花、金
银花、野韭菜等，达到春季、秋天
漫山遍野、花团锦簇、自然清香
的效果，吸引市民携家人去采
摘。一捧野菊花，可以泡茶，一
碟韭菜花，生津开胃，更重要的
是一种情趣。

二月河还就万家园莲花旅游
集团的发展，提出了“有‘美景’
更须有‘家食’”的发展理念。二
月河说，抛开美食海参鲍鱼不
说，像莲花温泉这样的美景，要
家常化，增加老百姓常吃的东

西，比如刀削面、扯面、拉面、水
煎包、胡辣汤、牛肉汤、羊肉汤
等，让普通百姓可以随意消费。
让客人从莲花观音寺出来后，能
够有素斋，有附近河里的特产鲜
鱼等。二月河还讲述了自己“跑
遍郑州想吃一根面”的故事，在
猿人山上，也应能吃到最家常的
扯面，让人感受到家的味道。

聆听了二月河的建议后，万
家园董事长邢清鑫表示，要本
着旅游惠民的思路，积极为景
区农民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想
办法，让农民群众共享旅游发
展成果。

(朱天玉 李春晓)

去年年底，二月河对话万家园邢清鑫

有“鸟语”也须有“花香”有“美景”更须有“家食”

二月河为莲花泉再支招

世界旅游小姐闪耀花都

清明小长假 众景区人满为“欢”

4 月 6 日，第四届嵩山车友登山节在嵩山太室山景区
隆重举行。来自全省的 500 余台自驾车辆的 2000 位车
友齐聚中岳嵩山，踏青赏绿，运动健身。 （孙春霞 ）

雄壮苍茫的石壁奇观，曼妙秀雅的山乡风情、次第
绽放的鲜花，把万仙山装扮得格外美丽。清明节期间的
新乡万仙山景区成了游人踏春的乐园。 （费思涵）

清明小长假，开封清明上河园以“宋韵清明、美丽开封”为主题的清明文化活动，吸引了八方来客，成为古都开封清明
小长假的最大亮点。图为极具宋风宋韵的清明文化表演。 (吕桓宇 刘永海)

近日，全国工业旅游示范企业宛西制药仲景医圣
山牡丹园迎来数万名游客前来踏青观赏，感知药材
好、药才好。 （陈飞）

走进西峡恐龙园，醉人的桃花开在春风里，白色的梨
花如玉似棉。富含恐龙元素的恐龙遗迹园带着游客回
归现代，享受娱乐的美妙。 （袁俊岩）

西峡老君洞紫荆花盛装迎宾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
啄春泥。”花飞草长，浅草泛绿，
经过一冬蛰伏，郑州黄河风景名
胜区的各类花卉相继盛开，或含
苞，或吐艳，或怒放……正可谓
乱花渐欲迷人眼。又到了春暖
花开、踏青出游的好季节，黄河
风景名胜区迎来了大量的赏花
游客。

三天小长假,景区地质博物
馆凭门票免费参观，游客们在这
里通过黄河电子沙盘，俯看黄河
全景；在模拟场景中或与水互
动，或体验地震及沙尘暴的威
力；通过“时光隧道”来到“第四
纪生态园”，了解第四纪的动物
化石等,成为景区清明旅游的一
大亮点。 (吕桓宇 李玮柯)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繁花盛开迎客来

清明小长假期间，巩义市各单位按照责任分工，
积极配合，掀起了旅游环境整治工作高潮。

巩义市旅游局联合市执法局积极治理主要旅游
通道上的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现象，对市容市貌进行
严格整治。交通部门确保伊洛河大桥畅通无阻。市
园林中心对所辖游园绿地实行全天候保洁，市药监
局成立应急工作小分队，对主要旅游景点周围的餐
饮单位进行检查，确保假日食品安全。市交警大队
每天派出警力在 A 级景区周边值班，做好车辆疏导
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康店镇、站街镇、河洛镇、
竹林镇、大峪沟镇等分别对所辖区域的旅游企业进
行不间断巡视，为游客排忧解难。 （石玲娜）

我省迎来今年第一波旅游高峰

济源：外地游客占八成

周口：旅游市场大检查

巩义：齐抓共管促旅游

淇县：旅游收入创新高

西峡龙潭沟：外地车塞满停车场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
成荫。”一句老话道出了巧合在我们
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正如福彩
双色球彩票那样：虽然很多彩民都是
奔着大奖而来，可最后也许获奖的是
某位平时不买彩票，只是偶试身手的
幸运彩民。近日，来自郑州的彩民张
先生就幸运地用亲身经历诠释了这
句老话的现实性。

4 月 1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 2014035期开奖。当期
双色球开 10 注头奖，单注金额 685 万
元。其中，位于我省郑州市玉凤路与

沈北路口南 300米的福彩第 41018058
号投注站就有幸售出其中一注头奖，
中奖彩票为 4元单式票。就在众多彩
民纷纷猜测是哪位“功力”深厚的彩
民能算中当期头奖号码时，中奖彩民
张先生与爱人一起现身省福彩中心，
在兑取 685万元大奖的同时也解开了
众多彩民心中的疑问。

张先生领奖时讲他平时并不买
彩票，因为在十多年前他买彩票时经
常听到有彩民讲述彩票中奖的各种

“黑幕”，再加上自己没中过大奖，所
以他当时就对彩票丧失了信心。得

益于福彩中心近年来大力发展投
注站，张先生家附近也有了福彩投
注站，就是福彩第 41018058 号投注
站，张先生日常路过时发现有很多
彩民聚在那购买彩票，这也让他对
彩票的抵触情绪有所下降。4 月 1
日晚，张先生准备和爱人一起出去
看演出，在出门后，他爱人发现门票
忘在了家里，于是张先生就在楼下
等他爱人去拿门票，这时他想在门

口等，闲的无聊还不如就去附近的福
彩投注站，既热闹还不显得唐突。张
先生信步走入投注站后，不一会儿就
受到众多彩民情绪的影响，不自觉地
跟着别的彩民机选了两注双色球，当
张先生拿着彩票看见机选的蓝号都是
06 时，心里先是一闷：这 06 不是上期
刚开出来的吗，这期还是那中奖几率
不是低了，可他转念一想，自己这次本
来就是消遣来的，只要买了彩票，什么
号都无所谓了。这时他正好接到爱人
的电话，就出去陪着爱人一起去看演
出。

演出结束回到家里后，拿着手机
上网的张先生想，自己买的彩票也不
能白买啊，还是得看看中奖没有，当
手机屏幕上显示出当期中奖号码时，
张先生当时就呆住了，这不会是愚人
节的玩笑吧！激动之余，张先生立马
喊来了爱人，两人一起又用家里的电
脑上网查询中奖号码，在反复查阅，
并最终核实之后，兴奋的两人只觉得
幸福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一夜两人都
没有怎么睡觉。在经过简单的合计
后，张先生两口决定尽快领奖。至于
奖金他们想先存起来，等风头过去后
再慢慢使用。在兑奖室的福彩工作
人员笑着对他们说：“以前，你以为福
彩开奖是假的，这回你自己中奖了可
要记得替我们宣传啊。”张先生夫妻
一听，脸立马都红了，很直率地说：

“中了这么大的奖，我们怎么能在外
面说呢？不过以后肯定会坚持购买
彩票，用实际行动来为福彩做宣传，
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

（豫福）

春到太行,来自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安徽、江苏
等主要客源地的团队和自驾游客蜂拥而至。景区启
用临时停车场，避免车辆拥堵。 (王春雨)

徜徉花海间，畅游“5A 嵩县”。清明节期间，嵩
县油菜花海绚烂如金，迎得都市游客争相赏花、踏
青。 (张相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