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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ZMDSF-2019-04号、ZMDSF-201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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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 方 式 出 让 ZMDSF-2019-04 号 、
ZMDSF-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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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拍卖出让须知》
及相关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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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输入

http//www.zmdggzy.gov.cn/TP-
Front/，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
易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息或参
与竞买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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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于2020年 1月 10日至
2020 年 1月 31日前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浏览或下载《网上拍卖出让须知》
及相关出让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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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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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31日 17时。

ZMDSF-2019-04 号 宗 地 拍 卖
限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2月 1日 9
时 30分。

ZMDSF-2017-07 号 宗 地 拍 卖
限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 年 2月 1日
10时。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
土地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同时
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
间、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地产交
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
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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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396-2600215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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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ZMDSF-2019-04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19]184号、驻自然资函[2019]272号执行。

ZMDSF-2017-07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3]22号和图则及其（确认函）驻规函[2017]167

号、驻自然资函[2019]94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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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教育，郏县县委巡察办结合县纪委监委在优化营商环境
专题调研中发现的思想认识错位、服务效能不高、审批“中梗阻”、“新官不理旧
账”、环保执法简单、融资渠道不畅、政策知晓率低、重执法轻服务等8个方面存
在的问题，按照“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察工作方针，创新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助推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巡察方式由常规式转为调研式，“点穴式”巡察提升了巡察监督质效，
彰显了巡察利剑震慑威力。二是巡察内容由大而全转为精细深，对标主题教育
总要求，聚焦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三是巡察成果从找问题转为抓落
实，真正起到“红脸出汗”的效果。 (李亚萍)

专项巡察助力营商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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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日—7日，登封地区普降大雪，局部地区降雪较大，降雪持续时
间长，导致东金店镇、颍阳镇、白坪乡等9个乡镇14条线路覆冰严重，发生
倒杆、断线等接地故障，居民用电受到影响。

出现险情后，登封市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公司领导分组奔赴
受灾严重乡镇，查看灾情并指导抗灾保供电工作；运维班、各供电所、后勤
部门等多方联动，组织抢修人员、车辆、物资对电网设备故障点进行应急抢
修；输电运维班巡视人员开展线路特巡，对因雨雪冰冻天气造成的线路隐
患，及时进行处理；同时通过电话、微信、短信及时发布信息，积极向受影响
用户做好告知解释工作。

在受灾比较严重的白坪乡小雄寨，该村海拔700多米，道路险峻，由于
山区路面结冰积雪，车辆无法通行。为争取尽快为该村42户居民恢复供
电，抢修人员只能背上抢修工具，用小推车推着抢修材料，徒步四个小时，
顶风冒雪，踏过泥泞山路前往故障点开展抢修工作，为居民送去温暖。

截至1月 8日中午11时，受损的14条线路已全部恢复供电，登封市供
电公司共出动抢修人员167人次，抢修车辆21台次，及时消除供电设施隐
患，人民生产生活用电正常。 （宋丹丹）

登封市供电公司

齐心协力战风雪保供电
近年来，农行河南安阳分行充分运用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大力推广“纳

税 e贷”为龙头的普惠金融产品，积极支持区域特色产业和特色小微企
业。截至 2019年年末，该行向 454户小微企业累计投放“纳税 e贷”贷款
4.69亿元，使一大批带动能力强、产品突出的特色小微企业走上了快速发
展之路。日前，安阳市政府对该行这一为民利企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
推广。针对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该行大力推广“微捷
贷”“纳税e贷”“抵押e贷”等纯线上小微企业信贷产品，组织营销推广“大
篷车”，深入到各支行和小微企业开展培训和营销，指导客户线上操作办
理，带给了客户“秒申、秒审、秒签”的全新贷款体验。为全面推广这一普惠
产品，该行利用微信、易拉宝、网点LED屏等进行宣传推介，各网点对区域
内小微企业实施全覆盖，逐户营销宣传，提高产品知名度。

针对林州建筑业、安阳县内衣市场、滑县道口烧鸡产业园、内黄县果蔬
城等特色产业相对集中的园区，与税务、市场监督、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召
开产品推介会，对申请客户现场办理，得到了一致赞扬。2019年农行滑县
支行向河南安绣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一刺绣文化品牌企业发放贷款
300万元，支持企业扩大培训基地，增加刺绣品种，其产品不仅远销海外，
而且还在当地及新疆地区免费培训刺绣工4000余人。 （侯瑞生 贾洪飞）

做实普惠金融 助力小微腾飞为进一步整合纪检监察工作力量，郸城县胡集乡于2018年 11月从各村的监
委会成员、村干部或公正正派的群众代表中择优选取，为25个行政村选优配强了
村级监察信息员。村监察信息员承担乡纪检办公室交办的工作，收集村内问题线
索上报，负责引导群众依法、有序举报，对村干部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提醒
谈话、批评教育。乡纪委制定建立了村级监察信息员培训、学习、例会等制度，为每
村印发监督服务联系卡500张并张贴监察信息员工作职责，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
的问题。村级监察信息员对本村落实脱贫攻坚和涉农惠农等各项政策情况、项目
建设、村集体“三资”管理、村务公开、村级事务民主决策及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
民小组组长依法履职、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了有效监督。 （郭玉新 黄增才）

选优配强村级监察信息员 实现村级监察监督全覆盖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确保干部职工廉洁欢乐过春节，1月 6日，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召开由全体班子成员、各村支部书记及全体机关干部参加的

“春节前廉政谈话会”。会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和规矩
意识，严格按照中牟县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作风纪律建设确保 2020年元旦春
节风清气正的通知》文件执行各项纪律要求，严格禁止违规使用公车、私车公养、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非公务接待等行为，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营造以勤
俭节约、廉洁自律为荣，以骄奢淫逸、好逸恶劳等腐败行为为耻的良好氛围，真正
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持续推动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向纵
深发展。 （赵凯）

廉政谈话敲警钟 廉洁自律过春节

近日，唐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所管辖电力
设备线路开展特殊巡视，检查变电站、线路绝缘子有
无闪络放电、电晕放电现象和机构箱、端子箱内加热
除湿装置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缺陷，确保大
风雨雪恶劣天气下电力线路设备可靠供电。

受强冷空气影响,唐河地区出现大风降温雨雪天
气,为防止雨雪冰冻及大风天气对电网安全运行造成

危害,该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确
保电网运行万无一失。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负荷
以及大风、雨雪特殊天气,分析电网、设备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制定有效措施,把各种可能危及电网安
全运行的隐患和不力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合理调
整电网运行方式，加强电网运行监控，提高快速反应
和保障能力。加强对重点区域和设备的巡查和监

控。加大 10千伏及以上线路设备的巡视力度，积极
与气象部门信息沟通，及时掌握灾害性天气信息，强
化电网监控和信息报送管理，确保遇有突发事件时信
息报送的快速、准确。加强应急值班工作，做到应急
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在第一时间上报发生的异常、
突发情况。充实抢修服务值班力量，保持95598服务
热线24小时畅通，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王婷）

唐河县供电公司 积极应对大风雨雪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