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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ZMD-20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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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方
式出让 ZMD-2016-9 号宗地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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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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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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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至 2019
年 1月 17日前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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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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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
月 17日 17时。拍卖限时竞价时间定于：
2019年1月18日10时。

五、实行供地合同履约保证金制
度。宗地出让成交或审批供地后，土地
受让人应当按土地总价款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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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电话：0396—2915007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办理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5939608930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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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
花营镇开展 12月份“5+N”主题党日
活动，镇领导班子、机关干部参加此
次党日活动。活动上，全体党员干部
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知识问
答》，不断增强党章党纪党规意识。
镇党委书记王志英提出具体要求：一
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并注意在具

体工作中加强运用。二要学习一心
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足本职岗
位，主动担责、全力尽责，以实干诠释
使命，以实干创造实绩。三要对照《条
例》规定，查找工作中不规范问题，落
实好“三会一课”、党员学习培训等方
面的工作。四是加强自身建设，强化
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和战斗力，切实落
实好党建相关工作。 （郭文超）

今年以来，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
街道纪工委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的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创新思路，狠
抓落实，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纵
深发展。领导班子带头落实主体责
任。街道领导班子成员严格按照“一
岗双责”的要求，在带头廉洁自律的同
时，切实管好自己分管的部门和干部，
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

书》，将廉政目标落到实处。教育为先
筑牢思想防线。通过观看反腐教育
片、开展以案促改、廉政文化宣传等形
式，加强干部廉政教育。完善制度强
化源头预防。从权力制约、资金监管、
人员管理等方面推进制度建设，建立
健全目标责任制考核机制，将完成任
务的情况纳入干部的年终评优评先。

（杨靖婧）

郑州市大石桥街道办多措并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开封杏花营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中行中原支行注重党员素质的
培养，通过多种方式持续提高党员
素质。同时要求每位党员自我提
升，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做到“七
心”，来回报国家、社会和家人。

“七心”是指恒心、齐心、学心、
责任心、献心、乐心、虚心。恒心，严
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于任何成功
者，都是不可忽视的首要因素。齐
心，团结协作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每个党员都不是独立个体，心中要
有整体观念意识。学心，古时陶渊
明曾说，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做好本
职工作，要惜时如金、刻苦钻研。提
高自身修养，强化业务技能，使工作

尽善尽美；责任心，要把责任作为一
种强烈的使命，对工作怀有高度的
责任心。献心，诸葛亮先生在《后出
师表》中提到“鞠躬尽瘁”，这是一种
奉 献 精 神 ，促 人 全 力 以 赴 学 习 工
作。要努力培养乐于奉献的精神品
质，把工作和单位利益放在首要位
置。乐心，时刻保持昂扬的斗志，时
刻保持乐观的心态，工作中会有起
有落，要及时总结，调整心态，不断渡
过难关，不断前行。虚心，竹有低头
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谦虚谨慎、虚心
求教、不耻下问、博采众长，广泛听取
不同见解和不同意见，才能解决实际
工作中的问题，“三人行必有我师”就
在于此。 （刘锴）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有这样一个党支部，它是中
国银行省级先进基层党支部，在一个个
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郑
淮支行党支部是中国银行郑州中原支行
的基层机构，作为一线网点党支部，紧紧
围绕党建目标，努力把党的思想、组织和
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网点的创新、竞争
和发展优势。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抓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在结
合岗位实际上下功夫。引导支部党员
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通过发
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解决了
士气不高的问题。二是抓组织，夯实支
部建设。通过完善党支部的组织形式，
成立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促进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发挥；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
人员配置及岗位优化，增强战斗力；在
员工协作方面积极开拓进取。努力实
现业绩赶超。三是抓发展，营造团队氛
围，从维护员工根本利益上下功夫。搭
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平台，实现从
党员到群众、从局部到整体的有机融合
发展。四是抓党建，严格制度落实，在
持之以恒进行“四个融入”上下功夫，坚
持党建工作融入业务、融入基层、融入
人心、融入社会。坚定执行各项党建制
度，极大地推动了支部工作的提升。

郑淮支行党支部有效发挥着基层
堡垒作用，支部党员发挥着先锋模范
作用，为党建高质量发展努力着。

（刘锴）

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华民族光
荣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是提升单位
和集体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中国银
行郑州中原支行以爱国教育促进
党员思想境界新提升，促进各项工
作新发展。今年，中原支行陆续组
织干部党员到开封焦裕禄纪念馆、
郑州二七纪念馆等多地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学习革命先辈意志、树
立党员先锋模范信念，爱国主义教
育的生动体验深深打动着每个人，
鼓舞着党员同志们沿着革命先辈
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郑州中
原支行还和党建共建伙伴单位郑
州市二七区财政局联合举办爱国

主义活动，如一起观看爱国主义教
育影片、一起进行爱国主义专题
座谈会、举办爱国主义书籍阅读
等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党员的爱
国热情，掀起了学习爱国主义的
热潮，促进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
步巩固，党员的自豪感进一步提
升。为党建引领思想基础的奠定
作出了贡献，为党建引领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2019年将至，中国银行郑州中
原支行将以党建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持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加
强全体党员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
将党建发展推向新的高度。（刘锴）

中行中原支行

以“七心”为抓手 提高党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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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党建发展

中行中原支行

基层党建融发展 凝心聚力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