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1+1

综合新闻│23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徐东坡 美编 王伟宾

●● ●● ●●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5月 30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6月份河南人才市场准备了7场专
场招聘会，服务精准就业。

据了解，河南人才市场将于 6 月
12日举办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该场
招聘会拟设展位 110个，届时，多元化
集团、食品、医药、房产、IT、电子电器、
汽车、商贸、建筑等行业的翘楚企业将
齐聚一堂，为求职者提供的岗位有销
售总监、大数据技术员、电子商务、招
商经理、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等约
1500个。

6月恰逢毕业季，为了帮助学子们
顺利开启就业之门。6月 5日，河南人
才市场将举办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河南人才市场现场招聘
会。6月 21日，将举办河南省高校毕

业生供需洽谈会，面向应往届高校毕
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大中专毕业
生及毕业生中的就业困难群体，组织
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
岗位需求将涉及市场营销、会计、人力
资源、计算机、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物流、机电一体化、土建、化
工、国际贸易、金融、生物工程等多个
专业。

据了解，6 月还有几场专场招聘
会。6 月 19 日，举办生产制造、建筑
房产、金融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6月
26日，举办电子商务、经济贸易、化工
制药、机械及自动化专业人才专场招
聘会。6月 14日、28日将举办营销人
才专场招聘会，届时 220 家用人单位
将为求职者提供各类岗位近 3600
个。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30日，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人才交流大会今日下午在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新校区举行，240
多家省内外知名企业进行现场招聘，
近2000个岗位虚位以待。

本次大会是公益性招聘会，设置
有现场招聘会和网上招聘会两个部
分。其中，现场招聘职位涉及会计、导
游、旅游管理、平面设计、营销经理等
20多个类别，届时会有专业的导师为
广大求职者“指点迷津”，提高其就业

能力。网上招聘会将依托中部旅游人
才网（www.zblyrc.cn）全年常态化开
展，免费发布招聘和求职信息，想从
事“诗和远方”工作的求职者可登录
该网站进行个人求职信息登记，登记
后随时都可能收到心仪职位的面试
信息。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招聘会旨在培育我省文化和
旅游人才市场，破解相关企业高端旅
游人才短缺难题，为文旅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会自动浇水施肥的智能绿植墙；在卫
星引导下可自动规划路径的无人驾
驶拖拉机；类似科幻大片之感的新能
源超级拖拉机，不仅不用烧油，还取
消了驾驶室，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
拖拉机的概念……5月 30日，在位于
洛阳市伊滨区中意科技园的河南省
智能农机创新中心，一个个农机“黑
科技”让人目不暇接。

日前在由工信部组织召开的论
证会上，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心筹
建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的建设方
案得到与会专家一致通过。这意味
着，由中国一拖牵头组建的河南省智
能农机创新中心由“省级”迈向“国家
级”更近一步。

据悉，去年 2 月，中国一拖牵头
创建的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心在
洛阳挂牌成立，这是全省首家省级农

机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该中心汇
聚中国一拖、中联重机、清华高端装
备院洛阳基地、中科院计算所等优质
创新资源，成立了洛阳智能农业装备
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致力
于农机自动驾驶、农机大数据采集、
新能源农机装备等方面的研发。

截至目前，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
中心已初步形成由 6名院士及多位
业内专家领衔的创新团队。在农机
装备核心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农业
机器人、智慧农业装备、农机大数据
平台等方向，该中心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去年 10月发布了国内第一台无
驾驶室的纯电动拖拉机，完成了国内
第一款集“控制、计算、通信”为一体
的“智能农机控制芯片”研发，还持续
开发了农业信息数据采集终端、水肥
一体机、太阳能杀虫灯等 13种智慧
农业设备及智能农耕系统。③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5月24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截至目前，
我省纳入国家整治清单的县级地表水
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348个，
已完成整治148个，完成率42.5%，其
他环境问题整治正在有序推进。

今年 4月以来，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对全省《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河
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贯彻执行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并开展专题询问，检查
重点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运行、河流污染防治、污
染企业监督管理等。此次省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县
级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

5月14日，生态环境部2019年生
态环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第一轮专项
工作组进驻我省，对我省包括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等7个方
面内容开展统筹强化监督工作，对各地
已完成整改销号工作的市级地表水型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进行“回头
看”，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防止死灰复
燃；同时对县级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问题进行核查，确保环境问题监
督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③8

6月的这７场招聘会别错过

我省今日举办文旅人才招聘会

农机“黑科技”让农业更智慧

省智能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升级”建设方案通过论证

县级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治进度近半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秦川）5月 29日，全省海绵
城市建设座谈会在鹤壁召开。省住建
厅、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以及全省8个
省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有关负
责人，以及其他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的代表共计150余人出席会议。

2016年，我省正式出台《关于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此
后，全省 8个省级试点城市积极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截至 2018 年年末，
各试点城市共完成海绵城市建设专
项投资 274.5 亿元，建成面积逾 203
平方公里，消除易涝点 268 个，消除

黑臭水体 195个，对 354个老旧小区
进行海绵化改造，海绵化改造、建设
道路 311 条，海绵化改造、建设公园
169个，整治、治理河道湖泊79个，铺
设排水防涝管网设施415公里。

作为全国首批、我省唯一的国家
级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鹤 壁 市 自
2016 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34.11 亿
元，实施 6大类 273个项目及 3个配
套能力项目，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
的“五位一体”解决方案，在今年 4月
举行的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绩
效评价现场复核中获得权威专家的
肯定。③6

全省海绵城市建设座谈会在鹤壁召开

“五位一体”鹤壁经验获点赞

6月 5日 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河南人

才市场现场招聘会。

6月 12日 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

6月 14日 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6月 19日 生产制造、建筑房产、金融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

6月 21日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6月 26日 电子商务、经济贸易、化工制药、机械及

自动化专业人才专场招聘会

6月 28日 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5月 29日，卢氏县瓦窑沟乡耿店村村民正在包槲包。端午节快到了，卢氏山乡的端午节经济又活跃了起来，当地群众上山采槲叶、碾小米、包槲包、绣香囊，把过
去传统的端午节食品、饰品通过电商销往郑州、上海、西安、兰州、成都等城市，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⑨6 程专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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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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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城中村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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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至 2019
年 6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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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s-

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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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0日至 2019年 7月
4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 7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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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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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郑政出〔2019〕49 号（网）地块需
使用复垦券A券3.493亩，竞买人不受持有
复垦券A券数量限制参与竞拍。待土地竞
拍结束后，及时到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挂钩办办理相关手续。

（五）郑政出〔2019〕49、50号（网）地块
均在国家安全控制区内，竞买人在竞买前
必须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书
（联系人：周警官、魏警官；地址：郑州市金

水区金水路 24号润华商务E座南侧一楼；
电话：0371-6357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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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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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193
联系人：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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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31日

编号

郑政出
〔2019〕
49号（网）

郑政出
〔2019〕
50号（网）

土地
位置

农业路
北、东明
路东

农业路
北、姚砦
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32982.25

23288.8

土地
用途

商务金融兼容
城镇住宅（地下
为交通服务场

站）

零售商业、餐
饮、旅馆用地兼
容商务金融（地
下为交通服务

场站）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5.8

＜7.9

建筑
密度(％)

＜30

＜45

建筑
高度
(米)

＜100

＜200

绿地
率(％)

＞25

＞20

投资
总额
(万元)

≥159035.415

≥143844.056

起始价
（万元）

74812

58959

熔断价
（万元）

112412

/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149624

/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7500

29500

出让
年限
(年)

40、70
(地下
50)

40(地
下40)

开发
程度

七通
现状

七通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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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号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大街街道东关南里社区党支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模式，结合管城回族区“一四四”发展体系，以“四个融入”党建工作法促进基
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党建融入中心工作。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组织党员、群众投身商都历史文化区起步区的建
设、发展、服务等中心工作，持续推进商都历史文化区起步区征迁、建设等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

党建融入民生普惠。社区通过多功能服务大厅和15个功能室，为辖区党
员群众提供各项优质服务，并组织党员干部进社区、进企业、进门店，开展“路
长制”、环境卫生整治、大气污染防治等民生工作，打造便民服务圈，提升辖区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党建融入区域共建。通过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站，开启“区域党建联盟”
工作模式，深入推进组织共建、党员共管、活动共办，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党建融入文化共享。通过深入挖掘辖区商文化、“非遗”文化资源，集中
展示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历程，激发党员群众参与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的热
情；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文体娱乐服务等活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良性发展，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巴治华）

近日，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经营、务工、居住的党员群众惊喜地发现，
用微信就能查找到离自己最近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去办理事务或参加活
动都十分方便。

管城回族区地处老城区，街巷复杂，党员群众活动场所位置偏僻，周边
的党员群众都反映不好找。自去年以来，管城回族区委组织部积极探索互
联网与党建工作融合新途径，为党员群众提供精准化服务，通过“逐社区观
摩，整街道提升，整区推进”活动，加大了对党员群众活动阵地建设的投入，
构建“十分钟党员活动圈”，实现了全民共享党建服务。

该活动圈依托“管城党建”微信公众平台，引入卫星导航系统，利用科
技手段，将全区 116个各级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图文档案，每个信息点涵盖

“社区简介”“党建品牌”“服务团队”“活动阵地”等内容，直观展示社区党建
服务阵地、服务功能与服务内容。用户只需关注“管城党建”微信公众平
台，轻轻点击“活动圈”栏目，获取用户定位并显示十分钟（3公里左右）内
的党群服务中心，选中拟前往的服务场所，在线预览该场所的特色活动介
绍，确认后系统开始进行导航前往。该系统同时支持116个党群服务中心
的检索功能，便于各类用户进行查看。“十分钟党员活动圈”的打造，极大地
方便了辖区的党员群众。 （教文婕）

“四个融入”党建工作法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十分钟党员活动圈”
精准化服务党员群众

制图制图//王伟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