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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嵩县疾控中心组织召开座谈
会，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家庭助廉倡
议书”，教育引导大家自觉做家风建设的
表率，切实落实综合防控措施，筑牢疫情
防控防线。

座谈会上，嵩县疾控中心党政主职领
导与干部家属代表同上“家庭助廉课”。大
家集体学习了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并层层签订了

承诺书，要求各党政领导坚守岗位，系统内
全体医务人员严阵以待，积极倡导大家用
实际行动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实堡垒，展现
出“硬核”好家风。同时，向全体家属收集
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向全体党员干
部征集家风家训，号召家庭成员积极参与，
明确家风家训，使党员干部学有榜样、做有
目标，进一步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和
疫情防控的坚实堡垒。 （赵峰）

“作为办案科室，我们每年要办理很多
起案件，同志们高度紧张，倍感压力，听听
心理解压的课，可以轻装上阵。”1月13日，
偃师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李文
召在听过有关心理咨询的健康课后说道。

偃师市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纪检监察
队伍建设，在政治立场、纪律观念、业务素
质、行为规范等方面加以引导，同时，注重
纪检监察干部的身心健康，业余时间积极

开展体育健身活动，提升身体素质。不定
期邀请专家讲授健康知识，建设心理疏导
室，及时化解纪检监察干部的心理问题。

“建设高素质队伍是推动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们在提高队伍业
务素质的同时，注重纪检监察干部身心健
康，让大家能精神饱满地工作，高效完成所
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偃师市纪委常委李晓
东说。 （牛光卫）

“走读式”谈话接送人员“两不许一报告”具
体内容是什么？不许讨论案情、不许打听谈话内
容，发现谈话对象有异常举动要及时报告。日
前，在洛阳市洛龙区纪委监委3楼会议室，纪检干
部焦涤正在进行执纪审查调查应知应会知识测
试答题。

据悉，这是 2020 年以来洛龙区纪委监委进
行的第 6 次专题培训。临近春节，该区组织纪
委监委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镇（街道）纪工
委全体纪检干部，开展“强意识、查风险、堵漏
洞、促提升”安全管控专项活动，所有纪检监察
干部闭卷考试。该区通过专题培训、知识测试、
实战锻炼等方式，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业
务素质和履职本领，切实扛稳审查调查政治责
任，牢牢守住审查调查安全底线，确保审查调查

“双安全”。
（杨彩霞）

2020年以来，洛阳市吉利区纪委监委深入推
进以案促改工作向基层延伸，探索开展严惩“微
腐败”、开设“微课堂”、健全“微制度”、管好“微权
力”、营造“微生态”，“五微”并治工作，有效促进
了以案促改向村（社区）组延伸覆盖。

将“五微”并治深化村（社区）组以案促改目
标任务，从梳理筛选案例、开展廉政教育、认真剖
析整改、推动建章立制等方面，细化分解具体任
务清单；设置样式新颖的“五微”并治墙体宣传标
语，悬挂宣传条幅，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在以案
促改讲师团巡回授课的基础上开设“微课堂”模
式，充分发挥“微课堂”的作用；梳理村组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反映出来的廉政风险点，完善村级事
务管理制度，营造“微生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宁青君）

日前，嵩县卫健委在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的指
导下，立足实际，严格落实“以案促改”，强化警示教育，促进
卫生健康行业规范有序进行，切实维护群众卫生健康权益。

“以案说纪”警示身边人。通过召开卫健委党组、机关
党员大会等会议，通报分析“以案促改”典型案例、疫情防控
违法典型案例等，查找廉政风险点，堵塞管理漏洞，进一步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和法纪防线。参观基地激励身边
人。组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感受
革命精神和力量，使每名党员的灵魂受到一次洗礼。召开
会议教育身边人。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各班子成
员要将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以党风廉政建
设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健康发展。 （程斐）

倡导廉洁家风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春节将至，安全健康放首位，廉洁纪律记心间，请严格
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这是近日洛阳市吉利区纪委监委向全区党员干部发送廉洁
过节的短信，将警示提醒融入温馨祝福之中，积极营造崇廉
尚廉的良好氛围。

近日，吉利区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组紧扣时间节点，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节日反腐”行动，将节前监督由“纸上
的任务”变成“手上的行动”，坚决杜绝“节日腐败”。同时，组织
党员干部观看警示片，剖析反面典型案例，警示、告诫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越是重要节点越要绷紧纪律之弦，综合运用日
常提醒、定期谈话、集中警示教育等方式，打好纪律“预防针”，
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简静远）

丰富业余生活 帮助队伍解压

苦练内功
确保审查调查“双安全”

实施“五微”并治
推动以案促改

落实“以案促改”强化警示教育

发送节日廉政提醒 营造崇廉尚廉氛围

近年来，偃师市纪委监委组织相关部门深入研讨，
紧扣时代主题，选取优秀素材，创作戏曲、编制小人书，
用廉洁文化进广场、进学校等形式进行推广，讲历史人
物故事，让文物古迹活起来。2020 年，偃师市依托乡土
人才和社会文化资源，推动了大型古装豫剧《大唐忠烈
颜真卿》的成功上演。全剧讴歌了颜真卿不畏强权、大
公无私、廉洁清正的精神，与当前廉政建设和廉洁家风

建设相契合。
该市依托繁华商业街，修建完成了以华夏广场、华夏

路、清风广场为主体的“两点一线”廉洁文化景观，已建成的
198个家风馆都设有廉洁文化专栏，每一个景观中都融入
了廉洁文化元素，同时设置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了解
景观内涵，让市民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廉洁文化的熏陶。

（牛光卫）

“尊老爱幼，与人为善，诚实守信，表里如一，廉洁自律，
勤勉担当，勤思善学，自立自强。”这是洛阳市洛龙区统计局
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王凌风的家规。

2020 年以来，洛龙区纪委监委用好“十法”，即立一
条家规、讲一个家风故事、组织一次诺廉签名、进行一次
廉政家访、召开一次家庭廉政会议、讲一次兴廉党课、书
写一条廉情寄语、组织一次廉政教育基地参观活动、开展

一次家风知识竞赛、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全面推进该区家
风建设。

据悉，该区纪委监委积极创新活动载体，以基地建设为
平台，把家风家训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结合起
来，强化家风家训宣传，形成家风、政风、党风的良性互动，
引导家属当好“监督员”，共同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杨彩霞）

2020年 5月份，偃师市纪委监委在收到反映首阳山畜牧站站
长违规收取费用的问题线索后，迅速成立调查组，通过入户走访，
逐一排查，发现该站站长王某对养殖户违规收取检疫费用 1.8万
余元。截至2020年 10月，该市纪委监委调查组对首阳山镇、山化
镇、顾县镇和邙岭镇的畜牧站进行了专项检查，收缴资金26万余
元，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人。

“我们通过一个问题线索发现的问题，扩大调查范围，有效地
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偃师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杨延武
说，“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是我们执纪审查调查的目的。”

除了营造严格执纪执法的高压态势，偃师市纪委监委于近日
召开了畜牧系统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通过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给所有畜牧系统公职人员敲响警钟。 （段莉莉）

为进一步夯实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日前，嵩县城市管理局在加强市容秩序管理的同时，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积极强化廉政教育，严防“节日腐败病”的发生。

组织集中宣传教育。认真研究节日期间各种陋习和不良风
气的特点，大力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切实增
强廉洁自律意识。

加强管理提升服务。履行好“一岗双责”，畅通城市道路，增
强城管服务功能，做爱岗敬业的实干人、为民干事的担当人、凝聚
发展的带头人。

狠抓廉政树立新风。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刻剖析，不断强化自我
约束意识，切实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同时，对全员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督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韩艳峰）

“严禁弄虚作假,在丈量过程中与征迁群众串通，篡改调查资料，
更改补偿标准；严禁以权谋私、优亲厚友，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日前，洛阳市洛龙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
主任白文在太康东路街道办大东村拆迁工作阶段总结会上再次强调。

2020年以来，洛龙区纪委监委加大对各村拆迁工作的监督
查处力度，成立专项监督工作组，对拆迁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压实
相关主体责任，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进行严肃追责。现场监督
拆迁工作人员的丈量、计算、填表等拆迁流程，收集、留存各拆迁
组的丈量表，督促拆迁工作人员依法、廉洁拆迁。从拆迁工作的
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督促大家不得触碰拆迁工作的纪律底线。 （刘营梅）

2020 年以来，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通过强化班子带头作用、运用监督执纪、注重警示教育等方
式，全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分解，
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
部署、同落实、同检查。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进一步规范运用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谈心谈话，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注重节前警示教育。
重大节日前夕发送廉洁提醒短信，要求所有党员干部认真落实节
假日期间的各项纪律要求，切实做到不碰“高压线”。规范公职人
员从政行为。持续深化制度落实，增强制度的约束力，严肃工作
纪律，树立勤政廉政的干部队伍形象。 （秦敏章）

让廉洁文化融入百姓生活

家风建设“十法”开出清风廉花

举一反三 整治畜牧系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重申节日廉洁纪律 确保风清气正过节

强化监督 确保阳光拆迁

多措并举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水分局全面提高重点项目和重
点工程用地审批效率和服务保障水平，确保省、市重点项目及民生工程及时
落地。

一是建立局领导联系重点项目制度,确保重点项目顺利实施。二是开
辟“绿色通道”加强统筹,确保在最短时限内办结。三是建立重点项目保障
工作台账,逐一逐宗列出问题清单。四是建立重点项目定期研究制度,与上
级主管部门协调,确保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常文涛)

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推动村级形成良好的政治生
态，郑州金水区兴达路街道纪工委多举措确保基层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一是多次组织机关干部及各村党员干部召开会议，强调要严肃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相关人员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以“零容忍”的政
治态度、规范严谨的法定程序、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严肃认真的纪律要求
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二是重视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换届纪律要求，深入开展典型案例宣传教
育活动，总结经验教训，警钟长鸣，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让党员
干部知敬畏、守规矩，鼓励群众进行举报，畅通举报渠道，发现问题一律严惩。

三是畅通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建立换届选
举违法违纪问题专办制度，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和来信来访。坚持有访必
接、有案必查、限时办结、及时答复，注重用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把问题化
解在萌芽状态。

四是充分认识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责任主体，
运用“嵌入式”监督方式，督促辖区各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认
真履行职责，聚焦换届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
监督和查处力度，确保换届工作有序健康平稳进行。 （尹英琴）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狠刹节日歪
风，郑州金水区杨金路街道纪工委研究部署并深入开展节日期间监督检查
工作，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的纪律作风建设。

一是开展节前教育，确保廉洁过节。杨金路街道纪工委先后召开
了元旦、春节前廉政谈话会，详细传达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典型案例，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解析，教育党员干部自觉遵守
党的各项纪律和廉洁自律准则，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确保党员
干部廉洁过节。

二是有针对性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纪工委采取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
方式，查阅资料、个别谈话，监督在岗出勤、服务态度、办事效率、节日腐败、
铺张浪费、违规吃喝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对易
发生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具体要求，立即作出整改。

三是强化宣传，增强作风纪律意识。街道纪工委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有关要求，加大节日期间相关纪律作风宣传教育力度，做到早部署、
早预防、全覆盖、零容忍。监督人员严抓严管、层层传导压力、一级抓好一
级，时刻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作风意识。要切实做到预防在先、警示在前，及
时纠偏纠错，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奠定良好基础。 (窦虎)

多举措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春节期间严把工作纪律不松懈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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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自然资成交字〔2021〕1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 2020年 12月 30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
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登了ZMDY-2020-21号、ZMDY-2020-22号两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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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20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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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28日

宗地编号

ZMDY-2020-21号

ZMDY-2020-22号

宗地位置

团结路与薄
山路交叉口

东南侧

驿城大道与
团结路交叉
口西南角

土地面积
(㎡)

28195.09

26524.09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城镇住宅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70

成交价
（万元/亩）

308

308

成交金额
（万元）

13026.13158

12254.12958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市恒浩
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恒浩
置业有限公司

ZMDY-2020-21号、ZMDY-2020-22号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CQ-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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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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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 2021年 1
月 28日至 2021年 2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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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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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3日17时。拍卖限时竞价
时间定于2021年2月24日8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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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先生
电话：0396-291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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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28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CQ-2017-0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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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号

宗地编号

ZMDCQ-2017-06号

备注：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1〕19号执行。

宗地位置

乐山大道与
交通路交叉
口东南角

用地面积

（m2）

14706.2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商业 40、
住宅70

容积率

2.3

建筑

密度

(%)

40.9

建筑

限高

(米)

20

绿地
率(%)

--

出让起始
价（万元/

亩）

34.17

竞价增幅

（万元/亩）

3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