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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的指示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尊重

劳动、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税务局积极宣传文明

餐桌知识，倡导文明餐桌行为，把

文明节俭之风落实到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该局通过对中央精神的

学习，让勤俭节约精神广为弘扬，

勤俭节约意识深入人心，勤俭节

约行为化为自觉。同时，该局将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纳入《机关食堂管理制度》，进一

步将“文明餐桌、光盘行动”制度

化、规范化，号召全体职工从自我

做起，加入到珍爱粮食、杜绝浪费

的行动中去，让“光盘行动”尽显

文明餐桌，切实培养节约习惯，积

极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良好氛围。 （许洲）

有一种文明叫
“光盘行动”

近日，偃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大会，集中学习传达了《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系统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工作实施方案》
《洛阳市以案促改“3152”工作法》的通知，并通
报了本单位典型案例及案例剖析，涉及典型案例
的部门主要负责人还作了表态发言。会上，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国杰要求，一要知敬畏、守底线。
要敬畏党纪国法，要严守纪律底线，以案促改警

示教育大会要起到警醒的作用，切实在实际工作
当中经得起诱惑和各种考验。二要敢担当、勇奉
献。强化纪律要求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服务社
会，全体党员干部要敢担当，能担当，全面谋划自
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三
要重当下、惜岗位。党员干部要从本职工作入手，
珍惜平安幸福的生活，把青春和热血融入建设更
为秀美幸福偃师的过程中。 （刘志娟 鲍向前）

日前，新乡原阳县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召开
全校行政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会议要
求要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认真履行好
职责，当好的领导，带好的队伍，创好的作风，出
好的成绩，树好的形象，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
人民满意的公仆；要联系实际，狠抓落实，每位党
员都必须自觉贯彻党风廉政建设的各种制度、各

项规定，不能以教谋私，不能打擦边球，不能存在
侥幸心理；要明确责任，加大追究，每位党员都是
自己言行举止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对自己的一言
一行负责。最后通报多起近期典型案例，希望大
家以此为鉴，并对重要节点廉洁注意事项提醒教
育，杜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
津贴补贴或福利等现象的发生。 （胡永伟）

近年来，许昌魏都区纪委监委积极探索以
“一卡、两书,三答复、四回访”工作法，完善依法
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建立初次信访权利义务告
知、日常监督与问题线索评估衔接、信访举报问
题跟踪反馈工作机制，有力推进监督精准有效。
据悉，“一卡”是指通过发放一张接待卡，引导群
众规范依法举报、鼓励实名举报。“两书”是指通
过发放来访告知书，明确告知信访人享有的权利

和应当承担的纪律和法律责任；签订“双向承诺
书”，推行承办信访事项的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
部门与信访举报人签订“双向承诺书”，确保限时
办结，限时反馈。“三答复”是指实名举报面对面
答复、匿名举报适度公开答复、疑难复杂信访公
开听证答复。“四回访”采取主动约访、电话回访、
上门回访、专项回访等多种渠道开展跟踪问效。

（姚广涛）

范县纪委监委认真抓好纪检监察干部全
员培训工作，切实提升纪检监察干部业务能
力。“线上+线下”不间断充电。依托“一端一网
一报一平台”自办媒体、学习强国APP等，一周
拟定一个专题，开展线上专题学习；采取小班
制的方式，科学设置干部论坛、业务大讲堂和
专题研讨等学习课程，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用
性。“领学+研学”双引擎驱动。建立班子成员

领学促学机制，由委机关班子成员每月轮流登
台授课；以部室为单位成立业务学习小组，定
期开展学习研讨，交流学习感悟，交换意见建
议。“老将+新兵”传帮带提升。明确委机关各
部室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联系帮带派驻组、乡镇
纪委工作人员各一名，培养锻炼其思想政治、
政策理论和业务能力。

（康广瑞）

今年以来，原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措
并举推进以案促改工作深入开展。一是加强
组织领导。成立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动员大会教育引导干部强化责任意识、纪律意
识和规矩意识。二是精选典型案例。选取具
有典型意义的身边违纪典型案例进行深刻剖
析，广大干部认真对照案例反思，写出心得体
会，确保警示教育触及心灵。三是认真自查整

改。通过自己查、相互评、组织提等方式，查找
出岗位风险点和自身不足，剖析原因与自我整
改相结合，明确廉政教育和风险防控责任。四
是完善规章制度。建立标本兼治长效机制，把
以案促改工作与推进中心“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形成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张建军)

为进一步推动扶贫干部作风真改实转，确保
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近日，舞钢市
纪委监委选取五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
型案例，在全市范围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以案促
改。据悉，为做好执纪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该市纪委监委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在
案件查处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召开警

示教育大会、编写警示案例手册、撰写心得体会
等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以案促改。坚持
扶贫领域案件在发案单位逢案必改，涉及扶贫项
目、资金案件在发案单位与行业部门开展一案双
改，扩大案件查处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
果，真正达到查办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
一套制度、解决一类问题的目的。 （高源）

创新工作方法 有力推进监督精准有效

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

用好“活教材”深化扶贫领域以案促改

原阳一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多措并举推进以案促改深入开展

范县：创新方式做实做细全员培训

ZMDY-2019-10号等八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土成交字〔2020〕Y01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

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 分 别 在《河 南 日

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登

了 ZMDY-2019-10 号等八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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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2020 年 8 月 19 日在驻马店

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八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26日

宗地编号

ZMDY-2019-10号

ZMDY-2020-8号

ZMDY-2020-9号

ZMDY-2020-10号

ZMDY-2020-11号

ZMDY-2020-12号

ZMDY-2020-13号

ZMDY-2020-14号

宗地位置

雪松大道与前进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雪松大道与前进大道交叉口西南侧

东祥路与农业路交叉口西南侧

东祥路与农业路交叉口西北侧

农业路和东祥路交叉口东南角

农业路和东祥路交叉口东北侧

农业路和东祥路交叉口东北角

农业路和东祥路交叉口东北侧

土地面积
(㎡)

56363.04

83308.08

25428.54

28501.01

50901.72

3302.93

3441.22

10670.24

土地用途

商服

商住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商服

住宅

出让年限
（年）

40

住宅70
商业40

70

70

70

70

40

70

成交价
（万元/亩）

512

225

224

222

224

222

252

222

成交金额
（万元）

43286.81472

28116.477

8543.98944

9490.83633

17102.97792

1099.87569

1300.78116

3553.18992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拍卖

拍卖

拍卖

拍卖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0]16号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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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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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出让采用熔断后一次竞地价原则确

定竞得人（详细内容见挂牌出让文
件）。

新郑出（2020）37号（网）宗地熔
断 价 为 20081 万 元 ，最 高 限 价 为
26762万元。

新郑出（2020）38号（网）宗地熔

断 价 为 10153 万 元 ，最 高 限 价 为
13506万元。

新郑出（2020）39号（网）宗地熔
断 价 为 56358 万 元 ，最 高 限 价 为
751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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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证书
(CA)互认功能上线试运行的通知》]，
并于2020年 9月 2日 9时至2020年 9
月 24 日 16 时，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的“土地交易大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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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
24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新郑出（2020）37 号（网）:2020
年 9月 15日 9时至 2020年 9月 27日
9时。

新郑出（2020）38 号（网）:2020

年 9月 15日 9时至 2020年 9月 27日
10时。

新郑出（2020）39 号（网）:2020
年 9月 15日 9时至 2020年 9月 27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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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竞价过程中无竞买人触发熔
断地价，则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如触发熔断地价，则竞价方式由
限时竞价转为一次竞地价（5分钟报
价时长），竞得人的确定方式详见挂牌
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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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8月26日

宗地编号

新郑出
（2020）37

号（网）

新郑出
（2020）38

号（网）

新郑出
（2020）39

号（网）

土地
位置

龙湖镇鸿鹄路
西侧、新郑市国
泰紫荆园置业
有限公司南侧

新华路街道办
事处文苑路南
侧、新郑市市
直小学东侧

新建路街道办
事处一零七国
道东侧、轩辕

路北侧

界址

东至:鸿鹄路规划绿地;
西至:规划一路;
南至:规划二路;

北至:新郑市国泰紫荆园置业有
限公司;

东至:新郑市万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西至:新郑市市直小学;
南至:新郑市万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北至:文苑路、新郑市万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至:褚庄村土地、新郑市轩辕
中学、新郑市轩辕幼儿园;

西至:一零七国道;
南至:轩辕路;

北至:褚庄村土地、新郑市轩辕
中学;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6575.94

18792.82

69551.29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给
水、通信、通排

水、通燃气，土地
平整

通路、通电、通
信、通气、通给

水、通排水，土地
平整

通路、通电、通
信、通气、通供

水、通排水，土地
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0，
小于等于

3.5

大于1.0，
小于等于

3.0

大于1.0，
小于等于

1.7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
30%

小于等于
25%

小于等于
30%

绿地率

大于等于
30%

大于等于
30%

大于等于
30%

出让年
限（年）

70年

70年

70年

起始价
（万元）

13381

6753

3755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677

6753

37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