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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近
日，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土柏岗乡召开
了专题会议。会上，该乡纪委书记董
永领学了该区关于节假日期间有关规
定，同时通报违反节假日规定的案例，
传达了区纪委廉政建设的会议精神，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引以为戒、拒腐防
变，绷紧“廉政”弦，长鸣“廉洁”钟。会
上强调了要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
决杜绝公款吃喝、请客送礼、公车私用
等，注意节点、慎思慎行，过好每个环
节。要求全体人员要严守规定、不忘

身份，牢记“春节期间放松的是身心，
不能放松的是纪律和规定”，让过好节
日成为迎接作风建设的“大考验”，把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作为
正党风、转社风、反“四风”的一次重要
检验。 （蔡阳）

廉洁树新风 诚信立正气
近日，郑州市航空港区龙王办事

处纪工委联合龙王中心校开展了廉洁
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以弘扬廉洁思
想为内容，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整体
效能。龙王中心校各个小学和幼儿园

开展了“畅人生 话廉洁”主题班会活
动，各班围绕公正廉明人物演讲了一
个个感人肺腑的廉政故事，诠释着廉
政文化的清风正气，并结合主题班会，
开展了廉洁文化征文比赛。通过此次

活动，培养学生初步认识和理解廉洁
的基本行为，促进形成“以廉为荣，以
贪为耻”的良好道德风尚和风清气正
的文化氛围。

（王晓东）

深入纠“四风”做好监督过廉节

春节将至，为减少空气环境污染，
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近日，郑州郑
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全面开展烟花爆
竹禁燃禁放工作。该办事处统一安排
社区、安全、城管巡防力量，每天早中
晚由二级路长带队，对安置区楼院、商

铺、公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重
点检查。对排查中发现的存储、燃放
行为进行全面清理；加大对无证销售
烟花爆竹行为的整治力度，坚决取缔
各类临时销售点，做到露头就打。与
沿街商铺签订禁燃禁放承诺书、向辖

区居民发放《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环保意识，共同营
造宁静、安全的生活环境。下一步，商
都路办事处将开展常态化巡查，防止流
动烟花爆竹摊点回潮，确保辖区“零响
声”。 （游昆鹏）

烟花爆竹“零响声” 平平安安过春节

福利彩票2019年销售1912.38亿元，

筹集公益金557.28亿元，公益金筹集率达

29.14%，为近5年最高。

记者 1月 13日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获悉，2019年，全国共销售福利

彩票 1912.38亿元，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

(不含弃奖)557.28亿元，公益金筹集率达

29.14%，为近5年最高。

2019 年，全国福彩系统坚决执行游

戏调整政策，强化新游戏研发，市场安全

平稳运行，销售 1912.38 亿元。其中，乐

透数字型福利彩票销售 1320.25亿元，即

开型福利彩票销售 149.64 亿元，视频型

福利彩票销售 440.83 亿元，基诺型福利

彩票销售1.67亿元。

2019 年，福利彩票主要游戏如双色

球、即开票、3D等销量均实现正增长，销

量结构得到优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更牢。

自发行至2019年 12月 31日，全国福

利彩票累计发行销售 22109.64 亿元，筹

集公益金6568.65亿元。

优化销量结构
铸牢发展根基

ZMDK-2018-30号、ZMDK-2018-2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20]2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
2019 年 5月 6日、2019 年 11 月 18 日分别
在《大河报》、《河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
等相关媒体刊登了 ZMDK-2018-30 号、
ZMDK-2018-2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依照《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

土资源部第 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
定，于 2019年 6月 6日、2020年 1月 6日在
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两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2020年 1月 16日

宗地编号

ZMDK-2018-30号

ZMDK-2018-23号

宗地位置

规划文昌路

与规划泰格

路交叉口西

南角

乐山大道与

古吕路交叉

口东南角

土地面积
（m2）

28794.53

3273.59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商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40

成交价

（万元/亩）

502

235

成交金额

（万元）

21682.28109

1153.940475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河南省华锦城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誉鼎实

业有限公司

ZMDY-2018-50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20]1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
2019 年 12月 13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
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登了 ZM-
DY-2018-50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依照《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

资源部第 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
于 2020年 1月 3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
网上对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
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

2020年 1月 16日

宗地编号

ZMDY-2018-50号

宗地

位置

规划滨

河路与

康明路

交叉口

西北角

土地

面积

(㎡)

48529.05

土地

用途

城镇

住宅

出让

年限

（年）

70

成交价

（万元/亩）

308

成交金额

（万元）

22420.4211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

建丰置

业有限

公司

狠抓四个到位 积极解决信访问题
日前，开封鼓楼区转变作风，狠抓

落实，使大量信访问题解决在了基层、
控制在区里，为全区经济发展营造了
良好环境。抓领导，责任夯实到位。
区委统一领导，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
门督促落实，相关部门各尽其责，形成
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抓落实，
矛盾化解到位。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
查工作网络，采取定期排查、重点排

查、超前排查等方式，对矛盾纠纷和信
访突出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抓预
防，排查调处到位。认真落实领导接
访、干部下访以及落实首问、首办责任
制，有效预防了重信重访问题发生。
抓疏导，问题解决到位。认真落实各
项惠民政策，加强法律法规、各项政策
的宣传，引导群众通过正常渠道维护
合法权益。 （高成霞）

强化监督检查 严把“双节”廉洁关
日前，濮阳县纪委监委联合财政、

审计、税务、市场监督、公安等部门组
成5个检查组深入饭店、超市、加油站
等开展双节期间作风建设专项纪律检
查。该县纪委监委统筹安排，各乡
（镇）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在加强对
本单位、被监督单位监督检查的同时，
成立检查组，采用随机、突击、交叉等
检查方式，层层开展监督检查。重点

围绕“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问题进行
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加大
通报曝光力度，形成强力震慑。“对节
日期间发现的‘四风’问题一律严肃查
处、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以‘零容
忍’态度巩固作风建设成果。”濮阳县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常军捧 骆庆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