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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K-2020-16号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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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出让须知》及相
关出让文件；实际出让面积以实测面

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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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驻马店市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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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2020年 10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0日前登录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
系统，浏览或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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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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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0日 17时。
ZMDK-2020-16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11月 11日 8
时 30分。

ZMDK-2020-17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11月11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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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日报客户端、大河网、大河客户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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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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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
电话：0396-262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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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0月22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K-2020-16号等两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出让告字［2020］112号

宗地编号

ZMDK-2020-16号

ZMDK-2020-17号

备注：ZMDK-2020-16号、ZMDK-2020-17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135号、驻自然资函〔2020〕191号文件
执行；ZMDK-2020-17号宗地公共服务配套：幼儿园一所、厕所、垃圾中转站。

宗地

位置

乐山大道
与重阳大
道交叉口
东南角

乐山大道
与吴房路
交叉口东
北角

用地

面积

（m2）

24580.82

62973.24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住宅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住宅70
年商服40

年

住宅70
年

容积率

1.6-2.8

1.6-2.6

建筑

密度

(%)

≤28%

≤25%

建筑

限高

(米)

80

60

绿地
率(%)

≥
30%

≥
35%

出让起
始价

（万元/亩）

210

220

竞价

增幅

（万元/亩）

2

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549

4157

根据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新

乡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ZYYB-H-2020-005 号的《债权转让合

同》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豫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新乡市中新实

业有限公司等3户享有的主债权、对以下公

告清单所列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

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了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原豫北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年 10月 22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

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

给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原豫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额

（万元）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规定

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

与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联系。本公告当中

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一横街63号

联系人：郎晓岳

电话：0373-3665000

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

新乡市中新实业有限公司

新乡县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克瑞有限公司

债权基准日

2018年 9月 29日

2018年 4月 20日

2018年 10月 1日

债权本金余额
（人民币/万元）

4650.00

469.98

2500.00

7619.98

担保情况

抵押：河南华彬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原路 85号华彬阳光广场 03层
5045.49m2的房产、河南华彬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位于平原路85号华彬阳光
广场 02层 4953.87m2的房产、河南华彬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原路 44
号华彬大厦1层东区 2013.26m2的房产提供抵押。

保证：河南华彬房地产有限公司、宋阳、梁保平、陈幼玲

保证：新乡市通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广法配偶朱安莲

保证：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圣起有限公司、付进廷、付进延配偶韩爱芳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机构设立公告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上
街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442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106
成立日期：2006年 9月 13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蓝天
路与通航六路交叉口通航大厦南副楼
二楼
负责人：高顺天
邮政编码：450041
联系电话：0371-68110080
发证日期：2020年 9月 24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平
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442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103800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2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航海
中路 60 号“海为科技园”C 区第 8 层
806A房
负责人：晋丹丹
邮政编码：450000
联系电话：0371-55261939
发证日期：2020年 9月 25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
支公司二七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路南祥云路东正
商城和园广场2幢1单元12层 1202号
机构编码：000014410103
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19日
负责人：邓昌华 联系电话：13939030555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
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等保险业务；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短期健康保
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
产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
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
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有
关事宜；与太保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建立代理关
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
支公司莞城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宇通工业
园宇通大厦一楼
机构编码：000014410104
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19日
负责人：李铭浩 联系电话：18625539877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
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等保险业务；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短期健康保
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
产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

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
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有
关事宜；与太保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建立代理关
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
支公司中原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 2号院 10
号楼1层商04号
机构编码：000014410102
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19日
负责人：吴昌泽 联系电话：1820360970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
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等保险业务；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短期健康保
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
产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
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
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有
关事宜；与太保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建立代理关
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文化路西侧、学
院路南侧昌鼎·润苑1幢1单元1-2层103号
机构编码：000014410184
成立日期：2008年 7月 21日
负责人：黄波 联系电话：13937187817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
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等保险业务；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短期健康保
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
产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
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
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
有关事宜；与太保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建立代理
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
动；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河南云之扬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
水东路88号楷林国际A座16层 1610号
机构编码∶203591000000800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21日
负责人∶王天诚 联系电话∶13603469948
业务范围∶在河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
失勘查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河南众仁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
水东路85号雅宝东方国际广场2号楼10层
机构编码：210284000000800
成立日期：2020年 2月 12日
负责人：胡永智 联系电话：0371-63717065
业务范围：在河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
失勘查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ZMDY-2020-19号、ZMDY-2019-01号等
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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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2020年 9
月 25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
媒体刊登了 ZMDY-2020-19号等两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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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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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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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0月22日

宗地编号

ZMDY-2020-19号

ZMDY-2019-01号

宗地位置

团结路与盘
古山路交叉
口东南侧

中华大道与
向阳街交叉
口东北侧

土地面积
(㎡)

50645.56

14619.55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商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住宅70
商业40

成交价
（万元/亩）

328

388

成交金额
（万元）

24917.61552

8508.5781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建华置业
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东森置
业有限公司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四个围绕”强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今年以来，信阳息县公安局
在深化执法改革、严格监督管理、
强化智能管控、提升主体能力上
提档升级，着力推动全县公安执
法规范化和法治公安建设取得新
突破、实现新跨越。一是围绕中
心工作搞服务。紧紧围绕各项专
项行动，深入推行案件会商机制，
积极参与专案攻坚、舆论引导等
工作，持续为全局中心工作提供
快速精准的法律服务保障。二是
围绕办案场所严管理。以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为目标，坚持合
法规范、实战高效、专业安全、因
地制宜的原则，强力提升执法办
案场所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三是
围绕执法监督强落实。全县 23
个接报案室认真落实“三个当场”

工作要求，及时受理群众举报投
诉，全县案件受理违规率连创新
低；实现办案到案件终结的全流
程视音频执法记录闭环式管理，
执法视音频管理工作在全市持续
保持动态领先；不断改进执法监
督手段、拓宽执法监督范围、延伸
执法监督触角，及时发现和解决
执法工作中突出问题，实现对执
法活动系统化、全程化、常态化监
督管理。四是围绕科技手段重提
升。抓住试点运行信阳公安智慧
法制全流程管控系统的有利时
机，推动了全流程管控系统上线
进度。紧盯“考”“训”“练”三个关
键环节，持续加大执法队伍主体
能力建设。

（瓮强）

抓好警示教育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双节”前夕，长垣市信访局局长吕天明主
持召开廉洁过“双节”专题警示教育会议，全体
人员参会。会议认真学习了市纪委印发的《关
于两起党员干部涉黑涉恶和充当“保护伞”典型
案件的通报》和《关于三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典型问题的通报》，安排部署了“双节”期
间党风廉政工作。信访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保
持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做好信访工作的前提。会
议要求，局全体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心存敬畏，时刻把党
纪党规挺在前面，做到头脑清醒，防微杜渐，干
净过节；局班子成员要严于律己，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落实“一岗双责”工作责任，切实做到管好
队伍、管好纪律、管好作风；全局信访干部要相
互监督，过好“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始终把人民
的利益放在第一，用好自身职责为群众办实事，
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用责任担当诠释信访干
部的初心和使命。 （崔婷）

坚决打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硬仗

近年来，鹤壁市财政局以部门整体预算绩
效管理为引领，借力上海财经大学科研优势，聚
焦改革难点和痛点，通过高位建机制、找准突破
口、强化全流程等有效措施，勇于创新、提质增

效、加快推进，坚决打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硬
仗，着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为全国、全省绩效管理改革提供“鹤
壁经验”。 （陈云）

三项措施严格规范“小微权力”

为持续推动小微权力廉洁运行，封丘县曹岗
乡纪委采取三项措施，严格规范小微权力。督促
建立完善小微权力清单。运用“4+2”工作法，规
范小微权力运行过程，把监督延伸到神经末梢，
推动村级重大事务决策流程从“封闭运行”走向

“阳光操作”。突出监督重点。重点对村党务、村
务、财务及“三资”的使用情况，重大事项决策、重

大建设项目安排建设、大额资金使用的决策和执
行情况，便民服务工作开展情况，事关群众利益
的事项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严肃惩治“微腐
败”问题。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贪污侵
占、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从严从快查处，并通报曝光，切实达到以案
促改、标本兼治的目的。 （翟维叶）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纪委监委要求，持之以恒肃风正
纪，郑州中牟县广惠街街道纪工委近期对办事处各村（社
区）、各站所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活动。首先，该街道纪工委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及各村（社区）负责人召开纪律作风整顿
会议，会上，街道纪工委书记董莉莉对各村（社区）、各站所
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强化责任担当。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
扎实抓好作风建设，一以贯之，务求实效。二是严明纪律规
矩。要进一步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要
求，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三是加强监督检查。街道纪
工委要自觉履行监督责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随后，街道
纪工委对各村（社区）、各站所展开督查，督查中发现绝大多
数同志都能够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按时上下班，上班时间不
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未发现工作日饮酒等情况。但也有
部分站所对工作纪律不够重视，尤其是对工作去向牌的使
用，没有做到及时更新。针对以上问题，街道纪工委将进一
步严肃工作纪律，积极开展监督检查“回头看”，尤其是对去
向牌的使用情况将持续跟进，确保相关规章制度能够严格
落实。通过此次活动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强化政治意
识规矩意识，肃风正纪，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袁超）

开展纪律作风整顿 持之以恒肃风正纪

加强纪律整顿 提高工作效率

新乡红旗区东街街道纪工委规范管理，加
强纪律整顿，提高工作效率。通过领导上党课、
以会代训等形式举办学习培训会。通过学习培
训，提升党员干部及社区干部素质。同时建立
了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不定期对干部岗位职
责履行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建立社区两委半年
一次考核制度，对先进社区给予表彰，对后进者
通报批评，限期整改。严格考勤制度，实行打卡

考勤，杜绝迟到早退现象。纪工委牵头对上岗
情况、工作情况进行督察，对无故迟到早退或旷
工者，按工作纪律严肃处理。积极推行服务承
诺制，各职能部门结合行业特点，对服务态度、
服务标准、完成时限等向辖区群众作出承诺。
严格规定群众到机关办事，要笑脸相迎，保证群
众满意。

(孟凡军)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促进信访工作开展

封丘县信访局结合工作实际，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信访工作开展。一是坚持开展廉政
教育。以学习党章党纪党规、典型案例通报、观看警示教育
片、学习先进典型为重点，让全局党员干部经常受到思想

“洗礼”，切实加强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二是层层
压实工作责任。以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分解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任务为抓手，要求全局党员干部时常对照
要求，查找不足、明确任务，抓好落实。三是提高信访服务
意识。要求信访干部认真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要求，做到依
法办事，不滥用职权。开展创建“人民满意接访窗口”活动，
将最多跑一次的理念贯彻信访工作全过程，切实践行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于晓东）

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

为全面加强农村党员干部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形成遵守党
章的自觉性，太康县纪委监委结
合在全县开展的重点村居集中整
治专项工作，紧盯与群众密切相
关的微权力，精心组织谋划，积极
组织开展了农村基层干部“党风
廉政教育月”活动，引导广大农村
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增强纪律观念和定力，提高党

性修养，主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
新形势新要求。此次活动紧扣

“扶贫领域腐败及作风问题”这个
集中整治专项工作主题，着力围
绕“五个一”开展活动，即各乡镇
召开一场动员布置会、组织一次
廉政警示教育专题课、开展一次
廉政寄语警示教育活动、选播一
部廉政警示教育片、进行一次专
题对照检查。

（太纪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