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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霞 成利军 薛峰

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济源从 6月 9
日起实施的“党群连心工程”，正是为
了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
使命、强化宗旨意识，进一步密切党群
关系，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
展。该活动实施以来，济源天坛街道
党工委迅速行动，主动联户联企，开展
大走访大调查，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
使辖区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天坛夜话”确保真走访

笔者了解到，在天坛街道辖区的
44个党支部中，1048名党员分别联系
12492户群众和 1207户个体工商户，
71 名街道机关党员联系 51 名职工、
143家企业和 738家个体工商户，8家
非公企业党支部的 48名党员全部对
应联系22个班组，并且按照“一牌、一
册、一群、一图、一台账”机制，所有党

员全部联到户、企业和班组，实现了党
群连心的全覆盖。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天坛
街道党工委专门成立了“党群连心工
程”办公室，将此作为常态化工作统筹
推进，并建立问题台账，截至 8月底共
收集群众反映问题 640 项，已化解
356项。

机关人员的上下班制度和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往往不在一个节奏。为解
决党员服务群众的“时间错位”问题，
该街道党工委开展“天坛夜话”活动，
号召党员干部利用晚上或周末，每月
至少 2次深入联系企业和群众家中，
各支部每月至少召开 1 次集中座谈
会，宣讲政策，征求意见。为确保取得
实效，确定每月15日为“天坛夜话”活
动日，要求这一天辖区所有党员干部

利用晚上群众空闲时段入户走访，听
民意问民生，察民情解难题。

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认亲”，
保证了党群的“零距离”接触和“面对
面”交谈，特别是在防疫期间和全员核
酸检测中，辖区全部党员走访到所有
联系户，并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
门服务，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有解思维”确保真办事

古人语“非知之难，行之惟难”，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不为困难
找借口、多为成功想办法”的“有解思
维”。天坛街道坚持问题导向“有解
思维”，严格按照“建立台账—交办落
实—按期反馈—销号清零”的流程，成
功化解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2013 年辖区内的龙潭北路项目

启动，对老纸厂家属楼进行拆迁，后因
多种原因，导致23户安置户在外租房
居住 8年。经过多方调查，街道党工
委组建专班对接安置房开发商，多次
召开协商会。经过努力，这个历史遗
留问题终于圆满解决。8月 2日，拿到
新房钥匙的 23户拆迁户激动地齐声
夸赞“感谢共产党”！

正是因为坚持“有解思维”，天坛
工业园区 586亩土地的批而未征、鑫
鑫佳园 A 区等 6个问题楼盘办证难、
景合园小区变压器烧毁、宋庄等居委
会的自来水饮水安全等问题，都已在
迅速解决当中。

长效机制确保真见效

无主管楼院究竟怎么管？天坛街
道积极探索无主管楼院管理模式，把

推动无主管楼院党支部全覆盖作为抓
手，在 39个居民小区成立了 6个党支
部（联合党支部），把党组织从社区延
伸到小区乃至楼道，使群众有困难可
以第一时间找到党员和党组织，从而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天坛街道在各个社区创新实施的
“警民会商研判会”，针对社区主要矛
盾纠纷，每周组织综治、公安、群众代
表等集中会商，做到了矛盾化解在基
层，解决在萌芽，从而打造了“三治融
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另外，该街道每年列支 100万元
建立创建奖优罚劣机制，调动了各方
创建积极性；建立的问题销号机制，则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开通的“党群
连心故事会”，更是不断在擦亮“有困
难找党员”的党建品牌。

在防汛防疫中真作为

汛期以来，我省遭遇强降雨天气。
天坛辖区内非公企业党支部在

第一时间组织企业募捐物资、筹集善
款近 15 万元，星夜送往辉县。西石
露头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牛学制，利用吊车的吊篮徒手清理
河道杂物。在疫情防控中，大驿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李喜平，
由于脸部受伤被缝 7针，但他始终坚
守为民服务的“责任田”，受到了群众
的好评。

在辖区防汛防疫中，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尽显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
一大批先进典型。

天坛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慧华表
示：“我们将继续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进连心走访常态化，
与时俱进地满足人民群众发展变化中
的利益诉求，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期盼
变为美好现实。”

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济源天坛街道党工委实施“党群连心工程”纪实

□申明贵 朱西岭

10月8日到9日，千年古县宝丰和鹰
城平顶山，专家齐聚，处处都洋溢着节日
般的喜庆气氛。10月8日，由宝丰县人民
政府、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主办，宝
丰酒业有限公司承办的2021首届“酒类
消费与创新”国际会议开幕，来自摩尔多
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俄罗斯、墨西哥、
巴拿马等6国的外交官，来自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
中心、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学会、中国酒业
协会、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的专家学者，来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专班、平顶山市、宝丰县等有关
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来自省内外的宝
丰酒业经销商、合作伙伴共800余位嘉宾
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国际会议。

中外嘉宾精彩主题演讲
纵论酒业创新、国际化发展

10月 8日，2021首届“酒类消费与
创新”国际会议在平顶山蕴海锦园大酒
店举行。

作为本次国际会议的东道主，平顶
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赵文峰率先致辞。
希望借助本次会议，当地酒文化与酒产
业能够更加健康有序地壮大和成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姜增伟在致辞中，从宏观经济层面对消
费市场及酒行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
期待以酒为媒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
领域广泛开展合作。

中国酒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延才
在致辞时表示，“十四五”时期是中国酒
业转型升级、高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期待清香型白酒抢抓白酒行业繁荣发
展的时代机遇，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中，向着清香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工信厅总工程师姚
延岭致辞表示，希望宝丰抢抓转型发展
机遇，积极传承、创新，努力提升产品质
量，实现高质量发展。

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

基什也受邀致辞，他希望加强中摩两国
在包括酒业在内的各领域的合作，互惠
互利。

阿塞拜疆驻华公使特穆尔·纳迪罗
格鲁演讲时希望能与宝丰酒业加强多
边合作，共同推动酒水贸易的发展。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院长董
建辉，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分别代表
主办、承办单位致辞，期望通过本次酒
业国际会议，进一步推动酒行业的发
展、互信、尊重和合作。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副会长刘员、中
清酒业酿造技艺发展中心秘书长杨建
峰，分别从探究“创新与消费”的根本原
因、清香型酒是最有可能获得国际消费
者认可的中国白酒等角度，点出了本次
国际会议的主题——“创新和发展”。

主题演讲环节，国务院参事室国际
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会计学会兼统计学会会长王亚平就

“把握时代大趋势，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的主题，作了精彩演讲；科技部火炬中心
全国孵化联盟主任王晓利，发表了题为
《技术创新助推白酒产业升级》的演讲；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
长、电子政务建模仿真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授、致远协同研究院院长刘古权博士，
围绕“协同共生——酒企行业数字化转
型之路”这一话题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郑
州大学副校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屈凌波教授，以“适应发展潮流，重塑

豫酒品牌”作演讲；南开大学教授王硕以
“食品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为题作了演
讲，中国微能源网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
长、亚洲开发银行专家杨琦博士，围绕

“低碳背景下食品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进行了演讲和分享。

10月 9日，会议继续进行。墨西哥
驻华参赞圣地亚哥·托莱多率先发言，向
大家介绍了当地龙舌兰酒的酿造特点及
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日本野村东方国际
证券监事侯苏寒，结合中日酒水消费特
点，介绍了清酒和烧酎在日本的发展情
况；尼尔森消费品研究总监赵亭用数据
说话，介绍了消费者为何喝白酒，如何选
择白酒品牌以及酒企如何通过创新挖掘
消费需求；河南城建学院院长王召东，从
高校如何促进当地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的角度，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展开了
演讲；北京国际酒类交易所总经理朱力，
从品质和机遇两个维度，介绍了中国白
酒如何走出去和国际化；中国轻工业武
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工业工程二院副院
长肖军，以古井和劲酒等为例，介绍了酒
业智能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厚朴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李书文，则
从金融角度，介绍了如何助力酒企发展。

举办圆桌论坛、战略签约
中外专家助力宝丰发展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两场圆桌论

坛，中外专家围绕酒业未来发展继续展
开探讨和交流。

首场圆桌论坛由中国食品发酵工
业研究院副院长程池主持，参与嘉宾包
括俄罗斯国家旅游文化部驻华首席代
表亚历山大·福尔金、亚洲食学论坛秘
书长王斯、IFF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蔡志强、PernodRicard
保乐力加外部事务副总裁陈伟、京东酒
类采销部创新业务总监赵婉婉、湖北劲
酒研究院副院长杨强等。大家围绕“消
费升级驱动白酒的创新与国际化”这一
话题展开了对话和观点碰撞。

10月 9日的圆桌论坛，由中国食品
发酵工业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会计学会企业合规经营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黄宇彤主持。参与嘉
宾有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坤，醉纯科技董事长王童，葡萄酒大
师Cassidy Dart，品乐侍酒创始人、中
国国际唎酒师协会副会长张艺宁，京东
葡萄酒学院院长柳森，中国食品发酵工
业研究院产品品鉴中心主任宋涛等，大
家围绕“新人群新消费新品类，拓展白
酒新赛道”展开了对话，精彩观点连连，
现场听众不断以热烈的掌声给予回应。

会议期间，宝丰酒业与阿塞拜疆和
格鲁吉亚分别签约。阿塞拜疆葡萄酒
推广中心负责人罗燕琴与宝丰酒业销
售公司总经理张伟皓完成签约；上海橘
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妮娜与宝丰酒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首席品牌官
许英杰完成签约。签约活动为推动宝
丰酒走出国门，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顺天应时开酿头排好酒
秋酿大典封藏传世美酒

好酒要天成，秋酿贵如金。本次国
际会议期间，宝丰酒业还在宝丰县新世
纪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辛丑年秋季
开酿大典。

大典共分 5个篇章——迎、祈、传、
酿、藏。“迎”的环节，宝丰县委书记许红
兵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欢迎大家来到
宝丰，同观秋酿大典，共品美酒原浆，畅
谈白酒发展。

“祈”的环节，在庄重而神圣的气氛
中，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和中国白酒大
师卢振营、中国白酒工艺大师葛少华，带
领宝丰酒业的国家级白酒评委、省级白酒
评委、酿酒大工匠共计27人，一同上台祈
福，祈愿风调雨顺，大地五谷丰登。

接下来，情景剧《酒务春风》、古今对
话《典籍里的宝丰》相继登场，让大家一
睹宝丰酒4000多年的辉煌发展历程。

最后一个环节——“藏”，与会嘉宾
一起登台，在金黄的绸带上签字封坛，
正式开启了辛丑年宝丰酒业秋酿封坛
大典的序幕。随后，由宝丰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宝丰县文联主席阿卫国，河
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学武进
行授牌仪式，命名宝丰县为“河南省仪
狄酒文化之乡”。

走进厂区探秘清香魅力
中外嘉宾点赞宝丰品质

10月 8日，参加宝丰酒业 2021首
届“酒类消费与创新”国际会议的国内
外嘉宾利用会议间隙时间，还走进位于
宝丰县的宝丰酒业进行了探访。

在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市长刘文海，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
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的陪同下，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姜增伟，摩
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基什，
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

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兼统计
学会会长王亚平，阿塞拜疆驻华公使特
穆尔·纳迪罗格鲁，格鲁吉亚驻华大使
馆公使、副大使大卫·皮皮纳什维利，俄
罗斯国家旅游文化部驻华首席代表亚
历山大·福尔金，阿塞拜疆驻华商务代
表处首席顾问那杰克·哈利洛夫，墨西
哥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王圣一，巴拿马
驻华大使馆外交官乔纳森·哈维尔·努
涅斯·比利亚雷亚尔一行，先后走进宝
丰酒业酿造车间、文化博物馆、酒海原
酒库进行了参观和交流。

参观过程中，外交官们对中国白酒
的酿造，规模化、体系化的进程，现代工
艺和古法传承工艺的巧妙融合叹为观
止，纷纷表示，参观宝丰酒业使他们重
新认识了中国白酒的生产、酿造和存贮
的过程，了解到中国白酒的历史与文
化，并对中国白酒的走出去和全球化布
局充满兴趣。

至此，本次宝丰酒业2021首届“酒
类消费与创新”国际会议暨辛丑年秋酿
大典圆满落幕。可以说，本次会议无论
从规模还是规格上，都进一步刷新了宝
丰酒业的历史纪录。

中外嘉宾纵论“消费与创新”清香宝丰国际会议精彩绽放
——宝丰酒业2021首届“酒类消费与创新”国际会议成功举办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
让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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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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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新郑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郑市
2020 年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综合
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被列为C、D类
企业不得参与土地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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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采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申
请人可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 9 时至
2021年 11月 10日 16时持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到新郑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 9时至 2021年 11月 10日 16时，到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0日 16时（以到账时间
为准）。申请人应在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6时前一次性完整递交资料，过期
为无效申请。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地点：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

牌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1 日 9 时至
2021年 11月 12日 15时（挂牌期限）。

七、挂牌竞得人的确定方式：在挂
牌期限内最高报价低于底价时，挂牌
不成交，无竞得人；最高报价高于或等
于底价时，报价最高者为竞得人，若报
价相同，则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
在挂牌期限截止时仍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且报价均高于
截止时报价的，由新郑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组织现场竞价。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产业
前置条件：新郑出（2021）28号宗地按
照《新郑市工业“标准地”出让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郭店镇轻工路南侧、紫荆
山南路西侧的产业项目实施方案》执

行；新郑出（2021）29 号宗地按照《新
郑市工业“标准地”出让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梨河镇韩城路北侧、刘楼村土地
西侧的产业项目实施方案》执行；新郑
出（2021）30、31 号两宗地块为“标准
地”出让，按照新郑市工业“标准地”出
让相关文件（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要求
执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地块
挂牌文件，以挂牌文件为准。公告规
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网站发布补充公
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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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11日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1]15号

宗地编号

新郑出

（2021）28号

新郑出

（2021）29号

新郑出

（2021）30号

新郑出

（2021）31号

土地

位置

郭店镇轻工路南侧、紫荆山

南路西侧

梨河镇韩城路北侧、刘楼村

土地东侧

薛店镇暖泉路西侧、规划路

北侧

薛店镇暖泉路西侧、岗周村

民委员会土地南侧

界 址

东至:紫荆山南路（原希望路）;

西至:郑州市凌枫源实业有限公司;

南至:郭店镇人民政府土地;

北至:轻工路;

东至:刘楼村民委员会土地;

西至:刘楼村民委员会土地;

南至:韩城路;

北至:刘楼村民委员会土地;

东至:暖泉路;

西至: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

南至:规划路;

北至: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

东至:暖泉路;

西至: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

南至: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

北至:岗周村民委员会土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41994.5

42896.6

40832.8

26667.0

土地

用途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讯、

通给水、通排水，土

地平整

通路、通电、通讯、

通给水、通排水，土

地平整

通路、通电、通讯、

通给水、通排水，土

地平整

通路、通电、通讯、

通给水、通排水，土

地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0

大于 1.0

大于 1.0

大于 1.0

建筑

密度

大于

30%

大于

60%

大于

60%

大于

60%

绿地率

小于20%

小于 20%

小于 20%

小于 20%

出让年

限（年）

50

50

50

50

起始价

（万元）

1890

1513

1838

120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890

1513

1838

1201

近期，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封丘县供电公司着眼防汛，全力以赴
统筹安排，千方百计严防死守，确保黄河防汛设施电力可靠供应。

9月 30日，封丘县李庄镇贯台村黄河段控导工程处突发紧急汛情，需要电
力照明保障。封丘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保电工作组，迅速组建抢修队伍，
连夜完成3公里大坝抢险用电电源线路架设和灯具的安装工作。

封丘黄河防护堤全长 56公里，6处控导工程，1处曹岗险工，498处坝头。
截至10月 6日，该公司累计共出动人员538人次，施工抢险车辆50余辆，架设
临时供电线路46千米，安装临时照明灯209处，出动应急发电车4台和应急发
电机3台。191处靠河工程重要河段架设了发电照明设备，为夜间巡查增加了
安全保障。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和辖区供电所在岗待命，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和联
系，迅速组建多支抢修小组，确保黄河防汛期间的电力供应。 (靳运东)

“这里的地埋线需要架空处理，防止因绝缘层破损而造成触电和接地故
障。”10月 8日，在获嘉县奇幻玫瑰庄园，国网获嘉县供电公司员工正细致检查
园区电力线路及设备。

“国庆节前，我们新上了一套大型游乐设施，由于对新设备配电设施不熟
悉，请供电公司提供业务指导。节后他们又主动回访查看设备运行情况，这让
我们非常感动。”谈起节日期间运行情况，奇幻玫瑰庄园营销副总苗长坤说：

“前两天我们还举行了玫瑰形象大使选拔赛，来自河南省 12支演出队伍进行
了旗袍、汉服表演。其间电力供应稳定，活动顺利进行。”

国庆期间，该公司还着力做好辖区党政机关、医院、通信媒体、文旅企业等
重要用户保电工作，对涉及的变电站、开闭所及输电线路，加强运维巡视力度，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重点对辖区多家文旅企业进行精准走访，了解客
户用电需求，义务帮其排查线路和设备隐患，确保节日期间供电安全可靠。

（王培 冯楠）

封丘供电 筑牢黄河防汛电力供应“安全堤”

获嘉 保障特色产业用电无忧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若飞 首届“酒类消费与创新”国际会议现场

与会中外嘉宾参观宝丰酒文化博物馆

清香宝丰产品精彩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