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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国土资
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六（幅）地
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西华县国
土资源局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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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表）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
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
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如

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8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9年 1月 30日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
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 1
月 30日 16时。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以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时间为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http://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
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
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

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
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
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
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
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
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
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
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
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 12月29日

序

号

1

2

3

4

5

6

地块编号

XH-201820

XH-201821

XH-201822

XH-201823

XH-201824

XH-201825

地块位置

中华路西侧、

逍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南侧

干校路南侧

西华路东侧

干校路南侧

华璨铝业西侧

干校路南侧

邦兴防护东侧

西华路西侧、

东风运河滨河南路南侧

西华路西侧、

长平路西延伸段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13271.37

30123.82

16909

13297

34501.99

35774.24

土地用途

商服

商服住宅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容积率

≤2.0

≥1.0≤1.8

≥1.2

≥1.2

≥1.2

≥1.2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40%

≤25%

≥60%

≥60%

≥60%

≥60%

绿地率

≥30%

≥35%

≤20%

≤20%

≤20%

≤20%

出让年限

40

40

70

50

50

50

50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2000

2810

370

290

750

778

保证金

（万元）

2000

2810

370

290

750

778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西华县网挂（2018）07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宣传文化战线高举改革旗帜、
坚定文化自信、锐意攻坚克难，推动文
化体制改革在新的起点上纵深拓展，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大激发，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
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
创新局面。

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
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按
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各地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努力打造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基
层样本。

来自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
中央、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确立，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流
动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全国
群众文化机构每年开展活动近 200万

次，服务群众达数亿人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制度不断完善

国家艺术基金的有益探索可谓
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的成功实
践——

自 2013年底设立以来，国家艺术
基金 5年共立项资助项目 4013个，资
助金额 33.4 亿元，支持创作了一批优
秀艺术作品，培养了一批优秀艺术创
作后备人才。

5年多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
水平不断提高。

文化法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出
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
进法、网络安全法、公共图书馆法等重
要法律。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体系进一
步完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的意见大力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压数
量提质量力推精品。

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国家新
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统一揭牌，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等新机构挂牌组建。

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持续深
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建设全面加强，明确“社会
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

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不断提升

自2012年至2017年间，文化产业增
加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8万亿元增加
到近3.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12
年的3.48%增加到2017年的4.2%。

迈入新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加快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
化，一批文化企业和品牌做大做强，文
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加大骨干文化企业培育力度，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形
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文化+”与教
育、信息、旅游、体育、建筑设计及相关

制造业深度融合；对接“互联网+”战
略,文化与科技“双轮驱动”，移动多媒
体、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中华文化焕发时代风采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门大力推
进文化扶贫，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
取得明显成效。

从非遗成为精准扶贫重要抓手，
到《记住乡愁》《我在故宫修文物》《中
国诗词大会》等一批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电视节目品牌广受欢迎；从整理
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开通运行“中华古
籍资源库”，到推动戏曲进校园、进乡
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

与此同时，彰显时代创新、体现人
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引
来四海瞩目。我国与 157个国家签署
文化合作协定，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人文交流机制，打造“感知中国”

“欢乐春节”“四海同春”等文化交流品
牌,举办世界汉学大会等高层次交流活
动，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显著增强。

今天，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
的文化自信，书写文化改革发展绚丽
新篇章。（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全面深化改革这五年

辛锐原名辛树荷,1918 年生于
山东省章丘县(现济南市章丘区)，出
身名门。10岁那年,她跟随时任山东
省参议员的祖父辛铸九来到济南，定
居在大明湖畔，师从济南名画家黄固
源学画。

长城抗战打响之后，各界人士掀
起了救亡捐献活动。辛铸九在济南
民众教育馆为辛锐举办画展，将义卖
所得之款全部捐给了抗日将士和东
北的流亡同胞。

七七事变后，日寇直驱黄河北
岸，威逼济南。是年 8月底，辛锐随
父亲辛葭舟离开济南，几经辗转，移
居滕县桑村镇。辛氏一家在有家难
归、救国无门的危难时刻，加入了八
路军。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家
人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人不卸
甲、马不离鞍、居无常所、食无定时是
常有的事。

部队到达沂水县后，辛锐来到了
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第二期妇女队学
习。1939年,辛锐在党校学习期间，
认识了时任副校长的陈明。带着共
同的理想和信念，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第三天，辛锐回到了中共山东分
局筹建的姊妹剧团任团长。在剧团

工作期间，辛锐带头实干，亲自编写
剧本、担任导演、登台演出，剧团创作
的话剧《雷雨》《血路》等深受部队和
广大群众的欢迎。

1941年 11月，侵华日军出动五
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
11月 30日拂晓，中共山东分局和战
工会在大青山被围，激战一昼夜。辛
锐两个膝盖骨受重伤，被一位老大娘
掩护起来。经过休养，辛锐的伤愈合
了，但两腿已成残废。

12月 17日，一股撤退的日军包
围了辛锐的驻地。情况万分紧急，必
须马上转移。四名同志抬着辛锐上
了北山，刚出村，枪声大作，日军围了
上来。辛锐果断地命令同志们放下
她赶快突围。四名同志不忍心这样
做,仍然抬着她边打边冲。不料辛锐
一跃从担架上滚下来：“你们快走，冲
出一个是一个！”这时，敌人已经围上
来,狂叫着：“抓活的！抓活的！”突
然，一梭子子弹飞来，射中辛锐胸
部。她强忍着剧痛，靠在一块石头
边，待日军靠近了，她用力拉响最后
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巨响，年仅
23岁的辛锐与敌人同归于尽。

（据新华社济南1月5日电)

据新华社杭州 1月 5日电 中国
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克剑团队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建立了水稻无融合生殖
体系，成功克隆出杂交稻种子，令杂
交稻性状可以稳定遗传到下一代。
该项成果于 4日晚间在线发表于《自
然·生物技术》杂志。

由于杂交种子后代会发生性状
分离，无法保持其杂种优势，因此育
种家必须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进行制种工作，农民每年也必
须购买新的种子。

“科学家们长期认为，无融合生
殖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无融合生殖
是一种通过种子进行无性繁殖的生
殖方式，可以随着世代更迭而不改变
杂交品种的杂合基因型，从而实现杂

种优势的固定，这有望给农业生产带
来一次新的革命。”王克剑说。

实验中，研究人员将籼粳杂交
稻品种春优 84选为水稻无融合生殖
研 究 的 模 式 品 种 ，利 用 CRISPR/
Cas9 基因编辑技术在春优 84 中敲
除了 4个水稻生殖相关基因，使杂交
稻产生了无融合生殖性状，并产生
了与杂交稻一样的克隆种子。研究
人员通过进一步检测确定，通过克
隆种子培育的子代植株与一代杂交
稻高度相似。

“这个工作证明了杂交稻进行无
融合生殖的可行性，是无融合生殖研
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
意义。”“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表示，希望研究人员再接
再厉，早日将该成果应用到生产中。

“深交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
有资本市场可能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 要 感 谢 所 有 无 私 奉 献 的‘ 拓 荒
牛’”……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资
本市场的有力支持。谈及拓荒、奋斗
的激情岁月，已经 70多岁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禹国刚感慨万千。

1981 年春节，沐浴改革开放的
春风，年近不惑的禹国刚下定决心，
带着变卖家电的 600多元钱“闯”深
圳。两年后，由于具备日语专业和金
融证券知识背景，禹国刚被全国青联
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专业知识。

几年后，深圳提出创建资本市
场，并于 1988年 11月成立了市政府
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禹国刚出任专家
小组组长。他带领专家小组同志花
费半年多时间翻译两百多万字外文
资料，然后移植借鉴，打造了新中国
第一部证交所“蓝皮书”——《深圳证
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

彼时，社会上对证券交易所仍存

在反对声音，但面对股票“黑市交易”
等问题，禹国刚认为深交所必须尽早
开业。在相关领导支持下，1990 年
12 月 1 日，深交所率先开始集中交
易，中国资本市场迈入快速发展的

“春天”，为经济腾飞“插上资本市场
翅膀”。

面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新趋
势，禹国刚等人大力推进创新。1992
年至 1993 年间，禹国刚任深交所法
定代表人，主持推动深交所交易电脑
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
大堂化，跨越式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为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出了一条规范、
安全、高效、低成本的发展道路。

“深交所的创建无论从深圳还是
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都具
有里程碑意义。”禹国刚说，假如深圳
没有深交所这样一个多层次资本市
场，就可能没有深圳的今天。正是在
资本市场的助力下，经过 30多年的
努力，深圳这个当年的“小渔村”如今
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三的城
市。 （新华社深圳1月5日电）

某明星一条微博一年点击量超1亿
次，评论区大量相似账号转发；某电视剧
33天播放点击量达309亿次，最多的一
天高达14亿次；某电影票房十几亿元，被
曝同一影厅15分钟播放一场……在“数
据为王”的背景下，数据流量造假问题已
经成为困扰影视文娱行业发展的痼疾。

“数据为王”的背景下频
现数据造假

近期各种文娱行业数据流量涉嫌
造假事件频出。一些缺少作品的“流
量小花”为维持热度，“买热搜”“买粉
丝”一掷千金；一些影视作品的宣传、
播放也被曝“刷流量”“买收视”，行业
数据流量造假问题引发热议。

微博粉丝可以买、跟帖评论数据可
以“刷”，甚至热搜排行榜也能买。有歌

手曾自曝，唱片公司为宣传新歌，购买
“热搜排行榜”第五名的位置。

在网络上，电视剧播放量破纪录
的消息层出不穷，当人们还在为某电
视剧网播 200 亿次的纪录惊讶时，另
一部剧集便以破 400亿次的网播量紧
随而出。不仅总播量惊人，电视剧日
播量也让人瞠目结舌，一些剧集的最
高日播量竟然高达16亿次。

数据流量造假产业暗流涌动

当流量意味着金钱时，一条依附
在流量数据上的影视产业造假链条暗
流涌动。

一位在某流量明星的粉丝数据组
工作过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很多流量
明星会有一组甚至多组“数据组”“网宣
组”，进行“刷流量”操作，主要工具是微
博小号，这些账号可以网购到。记者根
据该人士提供的几个网址发现，根据微
博级别、国内/国外手机号、邮箱格式、

资料是否已完善等情况，小号价格为
0.55元/个或1元/15个。

除了转发量可以刷出来，粉丝数量、
点赞量、评论量、阅读量等都可以买。根
据该粉丝提供的一份价格表，某传媒公
司提供的包括初级粉丝、仿真粉丝、精品
真人粉等价格从45元/万到1000元/万
不等，刷量点赞价格是3元100个。

“无论是视频网站还是社交平台，
很多需要流量的地方，可能都有一定程
度的造假问题，并且有专门的流量公司
在经营。”某卫视工作人员说。记者发
现，在很多网店，只需花费30元就可以
增加一条短视频1万次的播放量，10元
可以买 200 个赞、20元可以买 500 个
赞，300元就能增加1万名粉丝。

由此观之，假数据裁剪了一整套
“皇帝的新装”：粉丝数、热搜话题榜、IP
估值榜、收视率、点击率、评分榜、时尚
指数榜……榜单层出不穷，幻化出各种

“影响力”操控舆论、左右资本市场估值。

多规并治，降数字“虚火”

这些“注水”的数字，既不能反映真
实的市场情况，也不能指导市场的良性
操作。为了打击这一行为，监管部门动
作频频，但如何根治，任重道远。

“流量造假行为的治理应该是一
个多主体、多元化、综合规制的过程。”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
括认为，首先，应明确各个主体的权
责，鼓励各方积极承担相关责任。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监管主体应有
所作为，依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提高治理效率。

对于身处“流量造假”旋涡的各家视
频网站和社交平台来说，树立理性的竞
争观、坚决打击刷量的不正当竞争，是其
应有之义。“各平台可借鉴电商打假的模
式，在平台间构建反刷量的统一联盟，并
纳入执法力量和舆论监督力量。”吴沈括
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改革先锋风采风采

坚定文化自信 焕发时代风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综述

诚信建设万里行

300元增1万名粉丝
——起底文娱业数据流量造假产业链

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杂交稻种子

禹国刚：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

辛锐：舍身参加革命 巾帼不让须眉

1 月 5 日，观众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观
看一座重现老北京往
日记忆的“四合院”微
缩模型。截至当日，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的“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型展览”累计参观人数
近250万人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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