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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11月 30日，省管
企业首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河南投资
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正式上线，旨在建
立阳光透明的公务行为管控和结算系统。

据介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落实国
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综合
改革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我省打赢国企改
革“扫荡战”，提升企业效率，推动组织结构
改革的重要抓手。2015年 5月，河南投资
集团就启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筹备工作，
经过前往长虹集团、中兴集团学习调研等，
历时 3年建成“1+5”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其中，“1”是集团总部管控中心，负责搭建
集团统一的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侧重“管
控+服务”；“5”指豫能控股、颐城控股、城
发公司、大河浆纸和安彩高科 5家控股子
公司在集团统一搭建的财务共享服务平台
上，受集团总部管控中心的 IT管控、业务
管控、运营管控和财务安全管控，侧重“集
中+高效”，两者形成了集团统一的大共享
中心。

报账由影像单据传递代替纸面单据
传递，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给省管企业带
来的最直接的变化。省政府国资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启用后，
对于企业高管而言，今后审批单据直接看
影像，实现无纸化办公；对于企业人员而
言，差旅费用无须自己结算，平台系统自
动支付。③5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400亩 200多万斤萝卜滞销，142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成了问题，全村 561户农民半年的辛勤劳动眼瞅着要
打了水漂，怎么办?

12月 1日，一场因贫困村萝卜滞销引发的乡村“盛
会”——首届商城县鄢岗镇周寨萝卜文化节引来八方支
援。

周寨村是商城县的传统蔬菜产区。这里的萝卜以
爽甜多汁而闻名，当地农民有着多年种植萝卜的习惯。

“我们今年种有 400亩萝卜，产量比往年增长一倍，
可市场行情低迷，大量萝卜滞销，把大伙儿愁坏了。萝
卜能否卖出去，更直接关系到全村 142户贫困户能否顺
利脱贫。”看到现场来了这么多人买萝卜，周寨村党支部
书记周宜实才稍稍有了点笑容。

帮助周寨萝卜打开销路的是商城县纪委监察委主
办的“阳光村务”微信平台。他们听说了周寨村萝卜滞
销的消息后，牵头筹备此次乡村“盛会”，发动多方力量
来拔萝卜、买萝卜、卖萝卜。

活动当天不仅卖出14万斤萝卜，还吸引来多家电商
企业参与网上售卖，现场签订十余万斤销售协议。商城
县原耕电商一次性订购了 8万斤，负责人杨淑娟兴奋地
表示，他们在网上发起过多次助农行动，都收到了非常
好的效果。

除了萝卜，鄢岗镇的芡实、大黄梨等 16个特色农产
品也在萝卜文化节上精彩亮相，深受众人青睐。

“以前卖萝卜，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要出发，挑上百十
斤萝卜到十几里外的集镇上，经常还会卖不完又挑回
来。”正在张罗着卖萝卜的贫困户刘广珍激动地说，“你
瞧瞧，现在都拥到我家门口来买，一上午就卖了几百
斤，今年的萝卜不愁卖喽。”③4

省管企业首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上线

差旅费将由平台
在线自动结算

萝卜滞销怎么办
乡村“盛会”引支援

11月 28日，内乡县大桥乡杨沟村果农在采摘柑橘。杨沟柑橘已
经成为该村的“致富果”，丰产丰收的景象让人们喜上眉梢，甜在心
头。⑨6 付建军 摄

柑橘丰收 甜在心头

本报讯 12 月 1日至 5日，由于输入沙
尘残留、本地污染累积及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全省范围内将出现重度或严重污染天
气过程。为推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
施落实，省污染防治攻坚办组织 18个现场
核实组、135 个小组，分赴 18 个省辖市进
行现场核查，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实见
效，最大限度减轻污染程度，全力保护人
民群众健康。

进入 11月下旬以来，我省大范围连续
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针对本轮重污染天
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省政府主
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要求加强
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适时启动应急预案，
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物排放、减轻对人民群众
的危害。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坚持实时监测
研判，全程跟进部署，精准实施管控，同时抽
调412人组成18个现场核实组、135个小组

对 18个省辖市开展现场核查，严查管控措
施落实、企业偷排超排等问题，确保错峰生
产和应急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12月 1 日当天，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有
关负责同志带领大气、应急、监测、监察、监
控和 PM2.5 专家组成员，对郑州、新乡、焦
作等地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暗访核查。在核查中发现，新乡新亚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红色预警管
控要求，2台 20蒸吨和 3台 35蒸吨的锅炉
停产到位，2台 100蒸吨和 3台 75蒸吨的锅
炉实现“超低排放”，但存在周围道路垃圾
较多、扬尘污染严重，厂区内脏乱差、重污
染天气管控期间还在进行土石方施工、黄
土裸露无覆盖，黑臭污水恶臭严重等问题；
春江水泥集团，已按错峰生产和红色预警
管控要求，粉磨生产线和熟料生产线停产
到位，但存在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运输车

上有大量泥土，运输中易出现泥土抛撒问
题；神华国能焦作电厂，已按橙色预警管控
要求，燃油车辆停运，但存在厂区内尤其是
储煤区地面积尘严重、重型物料运输车进
出未经过冲洗等问题；焦作千业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已按错峰生产和橙色预警管控
要求，粉磨生产线、熟料生产线停产到位，
但采矿区生态修复需要加强；中石化郑州石
油分公司大桥加油站，存在站内积尘严重、
垃圾遍地，加油站窗台上厚积尘土，车辆出
入扬尘严重等问题；修武县五里源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联合检查点，部分值守人员不
在岗，检查登记不规范、资料管理混乱。

据介绍，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预案
中，全省管控清单上共有管控企业 22225
家，其中红色预警需停产 8447 家、限产
10950 家；橙色预警需停产 6337 家、限产
12263 家；黄色预警需停产 4203 家、限产
12621家。截至 11月 30日，全省共 1个省
辖市启动红色预警、15个省辖市启动橙色
预警、2 个省辖市启动黄色预警。按照预
案，共计应停产企业 6131 家、限产企业

12425家。
工作日报显示，12月 1日 18个现场核

查组共核实点位1523个，发现问题390个，
其中扬尘污染问题 171 个、工业企业问题
193个、其他问题26个。各组均已向当地反
馈，共建议立案处罚 103个、停产整改 102
个、取缔 2 个、其他立即整改 185 个问题。
从各组核实反馈情况看，施工工地违反“6
个 100%”管理规定和企业未严格落实应急
管控措施问题比较突出。

此外，全省市县两级也派出督导组 590
个，共计2247人，共计检查点位6049个，其
中，企业2202家、施工工地1306个、餐饮油
烟点位1031个、道路扬尘305处、运输车辆
1205 辆。共发现问题 493个，已完成整改
303个。

有关负责同志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
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依法治污、科学治
污、精准治污上下大功夫、细功夫、实功夫，
确保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减排总量真正降
下来，坚定维护人民群众的良好生态环境
福祉。③9 （本报记者）

严盯细查应急管控措施落实

全力应对全省重污染天气过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什么是君子文化？长垣为什么被称为“君子之乡”？12
月 1日—2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长垣
县委县政府主办的“中国·长垣君子文化高层论坛”，在被
誉为“中国君子第一人”的“德圣”蘧伯玉故里长垣举办。

论坛上，来自全国的 60多位历史文化专家学者围
绕君子文化内涵、蘧伯玉文化与蘧伯玉故里研究、君子
文化的价值与当代传承研究等主题进行深入研究探
讨，并对长垣如何打造君子文化，扩大文化影响力建言
献策，知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还作了专题报告，论坛最终
整合研讨成果形成了《长垣宣言》。

蘧伯玉，名瑗，字伯玉，卫国蒲邑即今长垣县孟岗
镇伯玉村人，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上大夫，诸子百家之
一，被称为“蘧子”。孔子曾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长垣宣言》认为，蘧
伯玉是君子文化的伟大践行者，开创了君子之风的先
河。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传承和弘
扬君子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等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长垣宣言》建议长垣县要将君子文化高层论坛打
造成全国重要的文化品牌，以蘧伯玉君子文化园区为
文化旅游的重点项目，以君子之约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突破口，重点做好君子文化的阐释、传播、宣传、活
化等工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③9

“君子文化论坛”
在蘧伯玉故里长垣举办

2018年以来，登封市公安
局石道派出所始终把群众的困
难放在心上，按照“一村一警”
工作要求，深入辖区入户走访，
排查矛盾纠纷，截至目前该所
共解决群众户口 36人次，化解
矛盾纠纷 68起，打击处理各类
违法犯罪人员 116 人；同时加
强辖区单位场管理，实时排查
安全隐患，及时下发责令整改
通知书，督促彻底整改，确保把
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对
拒不整改安全隐患的坚决予以
依法打击，确保了辖区治安大
局的稳定，全面提升了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李华章）

石道派出所
全面提升群众安全感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方式出让

ZMDSF-2018-02号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要求详

见《拍卖出让文件》；宗地出让面积以实际勘测定

界报告为准（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土地出让

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宗地竞买

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在互联

网上交易，即通过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网上

交易系统进行（登录方式详见出让须知）。凡在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买保证

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拍卖出

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

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

入选人。

四、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网上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2月 3日至 2018年 12月 24日前登陆驻马店

市地产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网

上拍卖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

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2月 24日 17时（竞买保证金须按

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金账号交纳）。报名截

止时间为2018年 12月 24日 17时。

ZMDSF-2018-02号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

间定于：2018年 12月 25日 9时。

ZMDSF-2018-03 号宗地拍卖限时竞价

时间定于：2018年 12月 25日 9时 30分。

ZMDSF-2018-04号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

间定于：2018年 12月 25日 10时。

ZMDSF-2018-11号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

间定于：2018年 12月 25日 10时 30分。

五、按照“净地”交地条件，以拍卖方式进行

出让。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需具有房地产一级

开 发 资 质 。 按 照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

ZMDSF-2018-02、 ZMDSF-2018-03、

ZMDSF-2018-04、ZMDSF-2018-11 号 宗 地

需同时申请竞买，整体竞买、整体开发。

六、实行供地合同履约保证金制度。土地

合同签订后，土地使用权竞得人应当按土地总

价款的 5%向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待项目竣工联合验收

后，视履约情况予以处置。合同履约保证金不

计利息。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项如有变

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竞

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人证明和出让文

件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

后将竞得入选人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认

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七、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方先生

电话：0396—2600209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5939608930

驻马店市国土资源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 12月3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SF-2018-02号、ZMDSF-2018-03号、ZMDSF-2018-04号、
ZMDSF-2018-11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国土告字［2018］53号

宗地编号

ZMDSF-2018-02号

ZMDSF-2018-03号

ZMDSF-2018-04号

ZMDSF-2018-11号

备注：ZMDSF-2018-02号具体规划控制条件详见驻规函[2018]59号。
ZMDSF-2018-03号具体规划控制条件详见驻规函[2018]59号；
公共服务配套：社区健身活动场所、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幼儿园。垃圾转运站。
ZMDSF-2018-04号具体规划控制条件详见驻规函[2018]59号。
ZMDSF-2018-11号具体规划控制条件详见驻规函[2018]160号。

宗地位置

文渊路与白云山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文渊路与真阳路交叉口西南角

真阳路与开源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开源大道与阳城路交叉口东南角

用地
面积
（m2）

47886.79

74125.18

60001.81

46273.41

用地
性质

住宅

住宅

商住

商业

出让
年限
（年）

70

70

住宅 70
商业 40

40

容积率

1.2-2.0

1.2-2.0

1.2-2.0

1.0-2.0

建筑
密度
(%)

≤25

≤25

≤28

≤40

建筑
限高
(M)

60

60

40

60

绿 地
率(%)

≥30

≥30

≥30

≥25

出 让起始
价
（万元/亩）

220

220

220

115

竞 价 增 幅
（万元 /亩）

2

2

3

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860

10619

8792

6339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
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三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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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采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以挂牌出让文件为
准。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
9 时至 2019 年 1 月 3 日 16 时持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到新郑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 9时至 2019年 1月 3日 16时，到新
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月 3日 16时（以到账时间为
准）。申请人应在 2019年 1月 3日 16

时前一次性完整递交资料，过期为无
效申请。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地点：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
牌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24 日 9 时至
2019年 1月 7日 15时（挂牌期限）。

七、挂牌竞得人的确定方式：在挂
牌期限内最高报价低于底价时，挂牌
不成交，无竞得人；最高报价高于或等
于底价时，报价最高者为竞得人，若报
价相同，则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
在挂牌期限截止时仍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且报价均高于
截止时报价的，由新郑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组织现场竞价。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公告
未尽事宜详见出让地块挂牌文件，以

挂牌文件为准。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
充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
(0371)69957712 62681072
工作时间：
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司先生 孟先生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 12月3日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18]24号

宗地编号

新郑出
（2018）45号

新郑出
（2018）46号

新郑出
（2018）47号

土地
位置

新区遂成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南
侧、莲河西路西

侧

新区遂成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南
侧、莲河西路西

侧

新区高压走廊
（韩庄村土地）南
侧、莲河西路西

侧

界 址

东至:莲河西路
西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至:莲河西路;

西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至:高压走廊（韩庄村土地）
北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至:莲河西路、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至: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至:高压走廊（韩庄村土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2587.35

4650.1

12416.65

土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
地

二类工业用
地

二类工业用
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
给水、通排水、
通讯、土地平

整

通路、通电、通
给水、通排水、
通讯、土地平

整

通路、通电、通
给水、通排水、
通讯、土地平

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 1.0

大于 1.0

大于 1.0

建筑密度

大于 60%

大于 60%

大于 60%

绿地率

小于 20%

小于 20%

小于 20%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起始价
（万元）

472

175

466

竞买保证
金（万元）

236

88

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