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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
局、新郑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
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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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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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详
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通知公
告”——《关于启用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新系统的公告》)，并于2019年 2月
15日 9时至 2019年 3月 4日 16时，登录新郑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网上交易大厅”
系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 3月 4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时间

郑政新郑出（2019）1号（网）:2019年 2月
21日 9时至2019年 3月 6日 9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明之后的2

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
料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
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上竞买

人参与竞买且有不低于起始价报价的，系统自
动转入 5分钟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
得人。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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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网站发布补

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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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1月31日

宗地编号

郑政新郑出

（2019）1号

（网）

土地
位置

新郑市龙湖

镇泰山路北

侧、规划一路

东侧

界 址

东至:李垌村土地

西至:规划一路

南至:泰山路

北至:规划三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7259.32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地下为配建停

车配套及附属

设施）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

讯、通气、通供

水、通排水、地面

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

1.0、小于

3.0

建筑密

度

小于

25%

绿地率

大于30%

出让年
限（年）

70（地下

50）

起始价
（万元）

1578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784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13号

孔庆同，1912年出生，河南光山人，192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7年，年仅 15岁的孔庆同参加了农
民赤卫队。不久，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孔庆同任司号员。

1937年，孔庆同作为年轻的指挥员，离开延安，到
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在冀东丰润县腰带山
一带组织党员和农民自卫会，成立冀东第一支抗日武
装队伍，任冀东抗日联军第 1支队支队长。1938年，
第 1支队扩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4总队，他任总队长，
率部打击丰润、遵化两县的日、伪军。

1940年，孔庆同到冀中第 8军分区任副司令员，
在保定一带坚持平原游击战，后任第8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 10月 20日，孔庆同带领一个手枪班赶到
河间县左庄，对河间县开展抗日斗争作了指示。由于
汉奸通风报信，第二天拂晓，部队驻地被数倍于己的
日伪军包围。在战斗中，孔庆同中弹牺牲，年仅30岁。

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孔庆同名列其中。每年清明节，孔
庆同烈士的孙女孔凤霞都会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为
祖父扫墓。2015年，孔凤霞曾陪父亲孔久龄到河南省
光山县寻亲。“我到光山寻亲，发现革命老区的红色教
育没丢，让我最感动的是，时隔多年，故乡的乡亲们没
有忘记爷爷。”孔凤霞说，“现在我也有孙辈了，我就教
育自己的孩子，爷爷传下来的精神一定不能丢。”

（据新华社郑州1月30日电）

河南日报社：
贵报于 2019年 1月 29日刊发的《为何强拆我的

房子》一文见报后，我们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调查核
实，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解决农村破损危房影响村
民安全问题，我们对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纳入改造范
围；对年久失修闲置废弃、残垣断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的，由镇村组织人员免费帮助其拆除，消除安全隐患。

高东同志的反映说明我们在做群众的宣传思想
工作方面还存在不足，我们立即进行了整改并与反映
人沟通取得理解。今后我们努力把好事做好，进一步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感谢贵报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永城市薛湖镇人民政府

2019年 1月29日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平安是福，和谐是金”，这是世世代代
沉淀出的老话，也是人们最朴素的祈祷。

2018年，洛阳市洛龙区在综治和平安建
设工作中以大幅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为目标，抓住“刀把子”、牵住“牛鼻子”，重
拳出击，打防并举，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平
安建设的“满意答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综合施策，扫黑除恶彰显政
法担当

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
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2018年以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展开。中央、省委和

市委有部署，洛龙区上下在行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洛龙区公、检、法机关对
涉黑涉恶势力展开凌厉攻势，确保打准、打
狠、打出声威和实效，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彰显政法担当。

2018年，洛龙区检察院共受理涉黑案件
4件 47人，已审结 2件 24人；受理涉恶案件
14件，批准逮捕 14件 120人。其中，依法批
准逮捕“5·30”重大涉恶“套路贷”诈骗案犯
罪嫌疑人 110人；2起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在洛龙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均被判
处有期徒刑。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新时代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工作举措。“打
早打小，露头就打；打准打深，扫黑务尽；警
民共举，综合治理；举措过硬，实招迭出。”这
是洛龙区扫黑除恶主战场的真实写照。

牵住“牛鼻子”，警力下沉
织就辖区“平安网”

辖区治安好不好管？洛阳市公安局安
乐分局安东警务室的社区民警王海森有发
言权。

2010年 10月，王海森被调到安东警务
室，负责10平方公里辖区的治安。用他的话
说，“这个辖区的治安真不容易管”。

为何不容易？原来该辖区位于城乡接
合部，有 1个社区、6个行政村，人口 19354
人，被称为是最难管理的辖区。

王海森根据辖区地域环境特殊的复杂
情况，结合实际，探索出“二线”“八块”“五
网”“一封闭”防范工作方法，即以安石路和
军民路为两条轴线，六个行政村、一个社区
（社区分为两块）共八块，将社区家属院全部

施行封闭管理。
“去年我们有多个村子和小区都是零发

案率。”王海森自豪地说。
王海森也被辖区居民称为“HOLD住的

最佳好民警”。
这是洛龙区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一个侧影。据了解，
洛阳市公安局安乐派出所在创新社会治理
工作中，不断探索防控新模式，挤压违法犯
罪空间，为辖区群众编织起一张平安网，群
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咱老百姓不管走在城市的哪个地方，
都能看到、听到扫黑除恶的动员宣传，也从
报纸、电视上看到了专项斗争取得的实实在
在的成绩。”洛龙区安东社区居委会主任高
青霞对此深有感触：“我们感受到社会治安
环境越来越好了，群众出门放心、工作安心、
生活舒心。”③6

□本报记者 李俊 师喆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二十三，糖瓜粘，马上就要过大年。”1月
28日是腊月二十三，农历传统小年。

在新蔡县砖店镇周寺村爱心家园，大红
灯笼已经挂起来了。三三两两的老人围聚在
爱心家园的大广场上唠着嗑儿。

“以前过小年，家里多冷清啊，就我一个人
捯饬着。”83岁的刘希英老人，2018年春节入
住爱心家园后，就不想走了。“这里老人多，我
们没事儿一起聊聊天解解闷，心里头高兴。”

“以前在家没人说话，还得自己做饭。现
在一到饭点直接去食堂，还不咋花钱。”79岁
的管继光老人接过话茬，掰着指头算了一笔
账：早饭一元，午饭一元，晚上食堂有饭，也可
以自己熬点粥喝，一天下来两块钱就能管饱。

如今十分满意的老人，当初搬进爱心家
园的过程却有些曲折。管继光告诉记者，一开
始他还有思想包袱，觉得自己有儿有女，来这
儿住会被人说闲话。“那时候村干部来找我，说
在这吃水、洗衣都不要钱，也就是用电和吃饭
花一点钱。我还回他说，‘你说的是梦话吧？’”

如今，管继光成功“圆梦”。在他住的屋子
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电热毯和电暖扇，洗衣
服有洗衣机。平时身体不舒服了，按一下床头
的呼叫器，不一会儿就会有医生来“把脉问
诊”。“前一段，我感觉头疼，就是村医简单诊治
完，送到镇上的卫生院看好的。”说到这，他对
爱心家园里的3名医生竖起了大拇指。

这时，刚把爱心家园巡查一遍的周寺村
党支部书记刘玉喜也来到广场上，加入了“群
聊”。“以前总觉得养老是个大问题，鳏寡孤独
咋养老？我们一直很头疼。”刘玉喜说，“周寺
村爱心家园，不仅孤寡户、五保户、残疾户、独
女户可以免费入住，有儿女的老人也能住进
来，让孩子在外安心工作。现在全县已经建
起了20个爱心家园，几乎每个乡镇都有。”

刘玉喜话还没说完，管继光就打断他说，
“刘书记，在这住着这么舒心，干脆咱别叫‘爱
心家园’了，就叫‘幸福家园’吧。”

管继光说完，大家都鼓起了掌。
转眼间已是下午5点多，天就要黑了，远

处响起了鞭炮声。老人们也都准备去食堂吃
饭了。食堂内，刚煮好的饺子正冒着热气，合
着大家的欢声笑语，飘散开去……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庞书宁

“前几天刚采购的2000多公斤山药已经
销售完毕，我们计划再去采购一批，帮助更多
的农户。”1月29日，在沁阳市农村淘宝电商
产业园的二楼，良农公社负责人陈侯杰说，
今年他们把铁棍山药作为主打年货，临近春
节，装箱、打包、发货，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几张简单的办公桌，几台电脑，墙上
“无奋斗、不青春”“实事求是、良心为农”等
字眼映入眼帘，电商元素新鲜有趣，青春气
息扑面而来，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藏
着让家乡特产插上互联网翅膀的梦想。

90后陈侯杰是沁阳市山王庄镇人，大
学毕业后在郑州从事农产品包装设计工
作，接触到的都是各地的特色农产品。工
作之余，他常常想起家乡的特产：山药、土
蜂蜜、山王庄姜……“家乡那么多特产为啥
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2015年12月，他毅然辞掉工作，选择回
乡发展，并拉上了自己的同学，组建4人团队

“良农公社”，陈侯杰负责运营，都强负责物
流，苏彬负责采购，范鹏飞负责产品设计。

“良就是良心的良，农就是农民的农，
良农公社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想把靠良心
种植的农户都集中在一起。”陈侯杰解释。

创业之初，除了山药、土蜂蜜等，陈侯

杰团队还瞄准了山王庄著名的特产——怀
姜，据介绍，山王庄姜也称“怀姜”，因产于
怀庆府而得名，个头小于常见姜，但品质
佳、味道鲜、香辣宜口。

成立三年多，良农公社已和 40多个山
药种植户达成长期合作，帮助农户销售农
产品。他们还开发了山王庄姜深加工产品
怀姜糖膏、怀山药深加工产品怀山药薏湿
膏等，逐渐形成特产种植和深加工产业链。

“良农公社计划打造产、供、销一条龙
服务专业合作社，秉持生态、绿色、有机的
理念，实现标准化种植和规模化生产，让家
乡的特产在互联网助力下越飞越远。”陈侯
杰和小伙伴们对未来充满信心……③5

孔庆同：

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抗日英雄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关于《为何强拆我的房子》
一文的回复

重拳出击 打防并举

洛龙区平安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新春走基层

四个90后小伙的“良农生意经”

爱心家园话“幸福”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1月 30日，证监会发
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的实施意见》，根据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科创
板在上市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持续监管、退市制度等
基础制度方面都有创新。

改革方案明确，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

科创板将根据科创企业特点，设置多元包容的上
市条件，允许符合科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
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允许符合相关要求
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科
创板相应设置投资者适当性要求，防控好各种风险。

意见指出，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合理制定科创
板股票发行条件和更加全面深入精准的信息披露规
则体系。上交所负责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中国证监
会负责科创板股票发行注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对
上交所审核工作的监督，并强化新股发行上市事前事
中事后全过程监管。

意见同步明确，为做好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工作，
将在五方面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一是构建科创板
股票市场化发行承销机制；二是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
监管；三是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特点和投资者适当性
要求，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四是建立更加高
效的并购重组机制；五是严格实施退市制度。

持续监管也成为改革重点。意见强调要加强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将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
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解释，建立健全证券支
持诉讼示范判决机制；根据试点情况，探索完善与注
册制相适应的证券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证监会发布科创板实施意见

1月 30日，省会郑州一家“海陆空三栖”动物萌宠乐园对外开园。这里不仅有原
始森林、热带雨林和海底世界的场景体验，更可以与各种萌宠宝贝们零距离亲密互
动。近年来，郑州出现多家微生态乐园，不仅增强了孩子们对自然的探索与兴趣，还提
升了人们对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