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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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出
〔2019〕28 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联合发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见右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出〔2019〕28 号
（网）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拟建项目要严格
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上挂牌活
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
让，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
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郑政办文
〔2016〕87号）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商业用
地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公告时间为:2019 年 3 月 7 日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
[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 招 标 局 ）官 网 http://www.zzsggzy.
com/“办事指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交易系统[郑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
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
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2019年 3月 27日至 2019年 4月 11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 4月
9日 17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 2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
（详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7021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

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
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209 房间进行后置审
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让金缴

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郑政办〔2016〕60号）及《郑州市国有建设用
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
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改部门
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郑
政办〔2015〕8号）和《挂牌出让须知》。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 系 人：林先生、邹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发大
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郭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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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

踏着春的节奏，倾听花开的声音，
国家森林城市平顶山即将迎来四季更
迭中最美的画面：

郏县眼明寺山区，万亩森林公园公
益林中，一簇簇新绿挂满枝头，一朵朵花
蕾含苞待放，高大乔木落叶树种与常绿
树种、彩色树种、观花树种错落有致，昔
日“濯濯童山”，如今“披上新装”；

鲁山县五里岭地带，绵延30余公里
的特色经济林长廊中，刚刚修剪过的梨
树整整齐齐，昔日的荒山坡地，如今使越
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绿色“红利”。

近年来，平顶山市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实施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推进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
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
荫化、庭院花园化建设，走好“绿色路”，
打好“绿色牌”，算好“绿色账”，实现“黑
色印象”迈向“绿色主题”，建设天蓝地绿
水净、宜居宜业宜游的“森林平顶山”。

让森林拥抱城乡。数据显示，平顶
山市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340万亩，其中
林地 312万亩，林木蓄积量 890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 33.2%，9个县（市、区）
先后创建为省级林业生态县（市、区）。

植绿成林 筑起“绿色屏障”

远乔、近灌、低花草，步道、广场、小

游园……傍晚时分，到平郏快速通道郏
县城区段的生态景观廊道中散步，已成
为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立足于构建“绿色屏障”，平顶山市
把生态廊道建设作为年度造林绿化的

“一号工程”，重点对铁路、公路、河道两
旁进行绿化，目前已高标准建设生态廊
道 1330公里，今年年底将建成 2200公
里生态廊道体系，形成色彩斑斓、景致宜
人的“千里碧道”。

占全市土地总面积近 70%的山区
和丘陵地区，是国土绿化提速行动的主
战场。平顶山市采取人工造林、飞播造
林和封山育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发展
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使现有的荒
山绿起来、美起来。

此外，结合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乡
村振兴战略，平顶山实施“见缝插绿、拆

墙透绿、扩路建绿、退硬还绿”计划：在
城区，扩大树木花卉栽培种植面积，在
乡村，开展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绿化，
引导农户在房前屋后栽花种树，全市正
实现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

种下棵棵树，聚集一片林。据统计，
2018年，平顶山市完成营造林43.18万亩；
高标准完成生态廊道 13 万亩，总里程
950公里；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3.85%，
人均公园绿地12.66平方米。

护绿增效 提升“绿色质量”

“三分造，七分管”。造林绿化，保
护生态，更要谋长久之策。

“ 我 们 发 动 村 里 300 多 名‘ 红 马
甲’，不到半天时间，就在村外近两公里
长的乡村道路旁栽种了 1000多棵樱花
树。”3月 6日，叶县田庄乡尤潦村党支
部书记张广河说。

如今，鹰城大地上，专业造林公司、
造林大户、巾帼服务者等社会各界力量
都活跃在为“大地披绿”“增绿护绿”工
作的一线。

平顶山市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出
土地流转、市场化造林、专业化管护等新
举措，先后推出“政府出资，招标造林”“政
府补助，公司造林”“企业牵头，股份造林”

“集体组织，合作社造林”“搭建平台，捐资
造林”等多种造林模式，激活造林绿化内
生动力，为森林鹰城建设“保驾护航”。

造林绿化，既要提速度、扩总量，又
要调结构、增效益。平顶山市因地制

宜，在深山区建设生态公益林，在低山
丘陵区发展经济林，在平原地区栽植商
品林，乔、灌、花、草、藤合理配置，全市
森林生态质量稳步提升。

点绿成金 激活“绿色银行”

鹰城大地，景色怡人的“生态绿”，还
在成为效果喜人的“绿色银行”。

“我们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
式，带动周边乡镇 3000 多户村民从事
林木花卉种植，每年户均增收达 14000
多元。”宝丰荣欣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该公司先后流转土地3800余亩，栽植
速生法桐、楸树、白蜡等60多个品种的树
木、花卉，不仅让村庄实现了绿化、美化、
彩化，也让农户端上“绿饭碗”。

近年来，平顶山不断提升绿水青山
的“颜值”，做大“金山银山”的“价值”，
推动花卉苗木、林下经济、森林康养、森
林旅游、林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发展，
不断将林地“资源”变成“资本”，实现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去年，全
市林业及相关产业产值达100亿元，林区
农民来自林业的年均纯收入达8000元。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今的
平顶山，城区、乡镇、村居绿化交相辉映，
路网、水系、林网绿化纵横交错，生态林、
产业林、景观林三林共建，呈现出“春天山
花烂漫，夏天郁郁葱葱，秋天绚丽多彩，
冬天银装素裹”的四季美景。③5

平顶山 山青水碧满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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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朋冲

3 月 4日，在淮海战役陈官庄
地区歼灭战烈士陵园，多名来访者
面对烈士名录墙、大型浮雕和上千
件文物史料细细瞻仰。其中，一张
特别的收条令许多人驻足。

收条内容为“战犯杜聿明壹
名”，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
战军参谋处。“这是当年华野出具的
收条。作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歼
杜聿明集团的中心战场，陈官庄地
区歼灭战是整个战役持续时间最
长、消灭国民党军最多、胜利最大的
战役阶段，也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永城市委党史办主任张亚魁说。

1948年 11月 6日至 1949年 1
月 10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
地方武装 60 余万人会师淮海，决
战中原，首歼黄百韬兵团于碾庄，
继而包围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国
民党徐州主力于 1948 年 11 月 30
日倾巢西逃，解放军勇猛追击，12
月 4 日将国民党军包围在永城东
北陈官庄地区。为配合平津战役，
从 12月 16日起对敌暂停攻击，展
开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 1月
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激战至 10
日，生俘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
令杜聿明，击毙国民党第二兵团司
令邱清泉，全歼 3个兵团 26个师。

淮海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陈官庄地区歼灭战是淮海战

役的最后一个阶段，作为淮海战役
最后阶段的主战场，陈官庄战役歼
敌26.2万余人，占整个淮海战役歼
敌55.5万余人的近一半。”张亚魁介
绍，“永城市陈官庄由于经历了淮海
战役第三阶段的战火，见证了这场战
役的最后胜利，从此名扬海内外。”

硝烟散尽，胜利被永远铭记。
为纪念这场大决战，淮海战役陈官
庄地区歼灭战烈士陵园 1963年建
园后，安葬了部分烈士。1978年，
陵园正式落成，占地200多亩，园内
有烈士纪念碑、纪念馆、烈士史迹陈
列馆、烈士公墓和解放战争时期全
国最大的单身烈士墓群。雄伟的烈
士纪念碑上有周恩来总理亲笔书写
的“淮海英雄永垂千古”题词。

2007年 7月，永城市人民政府
对陵园进行改扩建。目前，改建的
烈士公墓已落成，公墓上方为新建
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碑体正面镌刻
着毛泽东题写的“为国牺牲永垂不
朽”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作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国家级重点纪念馆、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到清明节、烈
士公祭日、国庆节等重要节假日，社
会各界人士都会来到陵园，重温革
命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洗礼。张亚
魁告诉记者，71年来，在先烈用鲜
血浇灌过的土地上，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后来者牢记使命、艰苦奋斗，
让这片红色热土焕发新貌。③9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歼灭战烈士陵园：

豫东明珠 红色热土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3 月 6
日，2019 年河南省五一巾帼奖表
彰大会在郑州举行。会议对我省
五一巾帼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进行表彰，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女
职工为打好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建功立业。

此次表彰，义煤集团耿村煤矿
充灯班等10个集体被授予河南省五
一巾帼奖状；中国一拖齿轮厂菲亚
特车间数控车工符晓等10名女职工
被授予河南省五一巾帼奖章；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环境卫生管理队等
150个集体获得河南省五一巾帼标
兵岗荣誉称号，新密市苟堂镇石庙
小学教师赵淑萍等100名女职工获
得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
她们中，有身怀绝技的一线技术工

人，有凝心筑和谐的社区工作者，也
有文明执收的高速公路收费站集
体。这些获奖者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集中展现了河南女职
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崇高品格。

会议指出，长期以来，我省广大
女职工以主人翁姿态直面机遇挑
战，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推动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全省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组织、
引导、联系、服务女职工和维护女职
工合法权益各项工作，团结动员广
大女职工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新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全省广大
职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为榜样，充分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
传统，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以不懈
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③8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李新 陈功坤

“危房改造房共2户未入住，一户是
门窗问题，一户是屋顶防水问题，已经
联系施工单位进行维修……”3月 5日，
在泌阳县马谷田镇，河南村党支部书记
余永立一大早就忙个不停，他要根据村
里走访排查的脱贫攻坚问题清单，逐一
解决问题，并及时上报。

脱贫“小清单”，串起责任“点对点”。
为确保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有效开
展，泌阳县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
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的意见》，编制印
发了脱贫攻坚责任清单，全面厘清了县

处级干部、乡镇党政正职、村脱贫责任
组组长、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县督查
巡查工作组以及县直有关部门 11类人
员 108项责任，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以责任清
单促问题清零，取得扎实成效。

“全县 350 个行政村，参与扶贫人
数近 5000 人，只有把这些力量凝聚起
来，握指成拳，精准发力，才能发挥最大
作用。”泌阳县委书记张树营介绍，该县
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用一根绳连起
来”，除了列出一张清单，还拓宽了“教
明白政策促履责”“树各类典型促履责”

“建实践平台促履责”三条途径，并创新
实行交办式督导的办法确保责任落

实。他告诉记者，交办式督导即采用精
准式交办、台账式整改、销号式验收、连
带式扣分、逆向式计分等具体做法，以
强有力的督导推动责任落实、力量聚
焦、脱贫成效的全面提升。

“全镇当月脱贫攻坚的具体工作，基
本可以在26日前得到落实。”在高邑镇，
该镇党委书记张国柱向记者展示了全镇
3月细化的 20多项需要完成的工作清
单，已完成的打钩，计划完成的标注了具
体日期。张国柱说，县里会根据工作清
单的内容，逐一督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考评结果要排序汇总和通报。

据介绍，泌阳县专门成立了督查巡查
工作组，下设6个专项督查巡查组。对参

与清单责任体系的脱贫攻坚人员，按照日
常管理及业务知识40分、督查巡查60分
的比例给予计分，对督查巡查组发现的问
题，按照设定分值连带扣除8类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对象的年度考核基础分。

扶贫变化看成效。泌阳县对脱贫任
务完成较好的乡镇街道和县直帮扶单
位，给予现金奖励，对单位负责人记功嘉
奖。对未完成任务的实行一票否决，对
单位领导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
资格，当年和次年不得提拔重用。

脱贫“小清单”，压实“大责任”。
目前，泌阳县贫困村累计出列 102 个，
脱贫人口 25955户 69440人，综合贫困
发生率由9.5%降至0.89%。③4

我省五一巾帼奖表彰大会举行

110名女职工160个集体受表彰

3 月 3 日，游人在洛
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梅园
欣赏盛开的梅花。当日，
该园百余株梅花竞相争
艳，或白、或红、或粉色的
梅花盛开，吸引了众多手
持画架、写生本的书画爱
好者及扛着“长枪短炮”
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创作；更引来众多市民和
游客在梅花前定格美好瞬
间，留住满园春色。⑨3
巩卫东 摄

春色满园
绽芬芳

脱贫“小清单”压实“大责任”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上接第一版）整体联动还有待加
强。2019年是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要认清形
势任务，强化政治责任，把思想的
发条拧得更紧，把工作的举措谋划
得更实，持续加压奋进，提速提质
提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扎扎实
实把脱贫攻坚推向前进。

喻红秋强调，要狠抓工作落
实，务求脱贫实效。紧盯年度目
标，确定时间表、任务书，校准路线
图、施工图，精准施策、善作善成；
聚焦重点难点，聚力产业扶贫、基
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集体

经济发展，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
灭战”；补齐短板弱项，在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推进产业扶贫、加强
志智双扶上下功夫，增强贫困群众
获得感。要注重统筹推进，加强衔
接对接，坚持脱贫与防止返贫两手
抓，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以乡村振
兴巩固脱贫成果。要强化组织领
导，扛实攻坚责任，加强科学调度，
完善工作机制，深化作风建设，为
脱贫攻坚深入扎实开展提供有力
保障，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③8

保持韧劲 鼓足干劲 拿出拼劲
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