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综合新闻│06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胡舒彤 美编 王伟宾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K-201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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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日至 2021 年 3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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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截至时间为 2021年 3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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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至时间
为 2021年 3月 24日 17时。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 2021 年 3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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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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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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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宗地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254号、自然资函[2019]109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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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郑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委托，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以下国有产权进行公
开招租：

一、标的基本情况

二、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产权公开招租采取网上竞价方式进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价文件获取方式
点击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主页“产权网上交易大厅”，在对应标的的附件信

息中自行下载竞价文件。
四、报名及竞价有关时间
（一）网上竞买申请及资格审查时间为 2021年 3月 5日 9时至 2021年 3月 18日 16

时；
（二）网上自由报价及限时竞价时间详见竞价文件。
五、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二）竞买申请须提交的具体资料详见竞价文件。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标的查看联系人：
新郑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赵先生 联系人电话:0371—69907766
（工作时间：8：30—12：00、14：30—18：00）
（二）报名咨询及申请联系人：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杨女士 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3月5日

新郑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门面房第二次公开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新国资交易（202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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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近日，教育部官网
发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其中，我省高校新增备
案专业 93个，新增审批专业 12个，撤销专业
31个。

在我省新增备案本科专业中，“人工智能”
是热门，增设院校达 9所，分别为洛阳师范学
院、商丘师范学院、新乡学院、河南工学院、安
阳工学院、河南工程学院、南阳理工学院、郑州
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信阳学院。“智能制造工
程”和“智能医学工程”等智能领域相关专业，
也是新增备案专业名单中的热门。

记者统计发现，在我省新增的 93个备案
本科专业中，河南农业大学、郑州西亚斯学院
各新增7个本科专业，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新乡
学院各新增6个本科专业，郑州财经学院新增
5个本科专业，是此次新增专业较多的院校。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围绕十大新
兴产业链、六个战略支柱产业链和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的需求，积极培育和增设新兴、边缘、
交叉学科专业，主动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养老托育、公共卫生
等民生急需相关学科专业。力争到2025年，全
省高校增设急需新兴专业300个左右，现有本
科专业数量削减10%左右。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以往，在郑
州办理新生儿出生登记或补领身份
证，需要回户籍地派出所户籍室办理，
今后不用再这样麻烦了。近日，记者
从郑州警方获悉，郑州市推行实行户
政业务“全城通办”，在郑州市范围内
任一派出所户籍室，均可受理本市其
他派出所户籍窗口部分业务。

户政业务“全城通办”主要包括：
即审即办类和流转审批类。

即审即办类，由异地户籍室受理
窗口直接受理、审核材料，直接办理
的业务。主要有 12项业务：出生登记
（6岁以下）；夫妻投靠入户（郑州市内
迁移）；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入户；持
准迁证迁出；大中专院校学生录取迁
出；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迁出；死亡
注销；入伍注销；变更更正（服务处
所、文化程度、兵役状况、血型、身
高）；户口簿补发；姓名变更（14岁以
下）；身份证办理，仅限于郑州市各县

（市、区）之间和省内、省外异地换、补
领。

流转审批类，由异地户籍室受理
窗口接收材料，通过网上流转至户籍
地上级公安机关，户籍地上级公安机
关完成业务审批通过后，异地户籍室
受理窗口办理。主要有 3项业务：夫
妻投靠入户（市外迁入）；人才引进入
户；缴纳社保入户。

郑州警方负责人表示，户政业务
“全城通办”是郑州警方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又一便民举措，打破了原有户
籍业务均由户籍地公安机关户政窗口
办理的限制，群众可就近自愿在郑州
市任何户籍派出所办理指定户籍业
务，减少了群众往返奔波、排队等候不
便，节省了群众的办事成本。

“群众可通过‘郑州警民通’微信
公众号先预约，确定办理时间，再前往
办事的派出所户籍室，星期六、星期日
均可以办理。”这位负责人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3 月 3日，兰
考县最大用电负荷26.23万千瓦，清洁
能源最大出力 51.52 万千瓦。这是我
省县域首次实现清洁能源 24小时供
电，兰考县农村能源革命示范建设初
见成效。

兰考县可再生能源丰富，2018年
7月正式获批全国首个农村能源革命
试点建设示范县。两年多来，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以建设兰考农村能源互
联网平台为载体，积极推动“四个革
命”在县域落地，实现了兰考农村能源

“四化”转型（资源能源化、用能低碳
化、能源智慧化、发展普惠化），为电力
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

据了解，电力部门通过接入县域
光伏发电、风电等 16家新能源企业，
收集各类能源数据2000万条，打造全
品类、全链条、全县域的能源监测、配

置及服务的能源互联网平台；积极研
发运行监控、发电预测、可调负荷分
析、策略生成等系统功能，实现源网荷
储一体化运行，保障清洁能源就地最
大化消纳；积极协调，加强新能源输出
通道建设，建成7条110千伏及以上并
网线路，新（扩）建4个110千伏及以上
变电站，为 21个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项目并网提供可靠保障。

“咱兰考现在啥都是宝，装上风
车，风就成了电；装上光伏板，阳光也
成了电；甚至村里的垃圾、秸秆，也被
电厂拉去发电了。兰考正从曾经的能
源资源匮乏县转变为能源资源大县。”
兰考县供电公司互联网部主任王洪林
说。该县在国内首次开展虚拟电厂试
点建设，服务新能源并网累计 77.6 万
千瓦，全域初步具备了长时间清洁能
源供电条件。③8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3月 4日，记者获悉，省教育厅
日前就做好 2021年空军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工作印发

通知。今年，空军、海军航空实验班将面向全省分别招收
100名、80名应届初中毕业学生。
报名学生限男生，需要户籍和学籍均在我省，年龄 14至 16

周岁（2004年 9月 1日至 2007年 8月 31日出生）；热爱祖国，思
想进步，品学兼优，志愿献身国防事业；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

望，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动作协调、学习能力强，性格开朗、情绪稳
定、有敢为精神。报名需本人自愿、监护人同意。
身体素质方面，体重要求在48kg以上，空军航空实验班要求身高在163

至183cm之间，海军航空实验班要求身高在162至181cm之间；录取时未满
15周岁的，身高可放宽至162cm，体重可放宽至46kg；体型匀称，体重一般应在

标准体重的85%至120%范围内。航空实验班使用C型视力检查表，要求双眼裸眼远视
力均在1.0以上，单纯近视屈光不超过0.25屈光度，未做过视力矫治手术，无色盲、色弱、
斜视等。

省教育厅在河南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信息服务平台（http：//gzgl.jyt.henan.gov.cn/）
开设航空实验班网上报名专栏。空军航空实验班方面，3月5日至20日，由济南选拔中
心会同河南省各级教育部门，在全省设立17个初选站，组织身体基本条件筛查；4月下

旬，择优选取初选合格学生进行定选检测，同步组织政治考核。海军航空实验班方
面，初选考察拟于4月中上旬进行，定选考核拟于4月下旬进行，由海军招飞机

构组织实施，主要包括：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等。已被航空实验班
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录取。学生入学报到后，由省实验中学、郑州

市第九中学为学生办理学籍注册手续。③8

兰考首次实现全清洁能源供电

郑州户政业务“全城通办”

我省高校新增备案和审批本科专业105个

“人工智能”是热门

@初中毕业生

航空实验班开始报名啦！

□本报记者 刘一宁

3月 3日，郑州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魏泽凡打开电脑，登录河南人事考试网，点击关于2021年选
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通知，报名参加选调生考试。

“我曾利用寒暑假到开封市杞县等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感受到农村需要更多年轻人去干事创
业。”魏泽凡说，这次考试对自己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希望能用所学到的知识，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在网上填报了郑州市、开封市两个志愿后，魏泽凡顺利通过了初审。紧接着，他拿着打印
出来的《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报名登记表》去学校找老师盖章。“选调生报名跟

‘省考’报名有些不同，需要有关部门审核推荐。”魏泽凡说。
今年，我省选调生考试的报名时间为3月 1日 8：00至 3月 5日 18：00。不少大
学应届毕业生和省内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开始积极报考、备考。

“应届毕业生报考选调生有几条硬杠杠，要么是党员、要么担任学生干
部1年以上、要么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励、要么有参军入伍经历，这4个条件

至少要满足其中之一。”魏泽凡说。
选调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选调生主要作为党政领导干

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
培养。”从事公务员教育培训的来伟涛介绍，选调生首先需要到

村里工作 2年，履行大学生村官有关职责。考上选调生的硕
士生、博士生也不例外，必须到村里“墩墩苗”。

据悉，在村工作期间，选调生不能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
关，经省辖市党委组织部批准后，选调生可以有计划参加
县乡集中性工作，但每年不能超过3个月。③9

下基层“墩墩苗”，你准备好没？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扫码看全文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欢迎河南的兄弟
姐妹到舟山工作。”3月4日，
浙江省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组团来濮阳“请工人”。

……
近年来，我省提出打造“技能河南”

的目标，持续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越来越多“普通青年”成为“技能青年”，从“出
门找工作”变为“雇主抢着要”。

技能在身就业“有门”

来自焦作的家政服务员贺大姐说，2019年她通
过家政培训基地参加了人社部门提供补贴的培训，专
业技能得到了大提升，在江苏苏州找到了稳定的雇
主。“我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元，去年还代表苏州市家政服
务员群体向国务院督察组汇报了农民工工作情况。”贺大
姐说。

无论在高端服务业还是在高端制造业，像贺大姐这样
凭借“一技之长”成为就业市场“香饽饽”的并非少数。

“河南籍的工人不仅技能过关，而且踏实稳重、吃苦耐劳、
适应性强。”舟山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负责人张贤辉告诉
记者，近年来，舟山市在河南实施“深耕计划”，每年春季，舟山市
政府都会带领企业“组团”到河南招录技能工人。

据了解，目前有130万名河南人在苏州高质量就业，超过30
万名河南人在浙江湖州打拼，10万名老乡在舟山安居乐业……
高水平的技能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技能振兴普惠全民

“我省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
化，推动人口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培养高技能人
才是重要一环。”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适应高质量发
展和消费升级需求，我省加快了技能人才振兴工程实施的步伐。

校企合作、订单式培训，让年轻人有了一技之长，好就业、就
好业。

政府牵红线、当红娘，促成校企合作，在企业推行“招工即招
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河南化工技师学院院
长杨箴立告诉记者，学院已经与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合作，“企业高工进
课堂，技校学生下工厂，实现百分之百就业。”

依托产业主导，大力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让
大量农民工实现了精准就业、高质量就业。“林州建筑”

“长垣厨师”“鄢陵花工”“濮阳家政”已经成为响当当的
品牌。

据了解，去年，我省展开技能提升行动，完成各类
职业技能培训 398.08 万人次，新培养高技能人才
18.35 万人，组织参加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总分全
国排名第六、中西部排名第一。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高技能人才可参照同等的高等教育学历享
受相应的优惠政策。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
我省的专业技能人才“青年军”在市场上广
受欢迎。③8

数字背后探变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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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伴着春日的暖阳，市民在郑州市北龙湖公园游玩。⑨3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