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
5月15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举行预拍卖会，公开预拍卖标的物如下：

新乡市金华化工有限公司名下（原新
路50号）厂区内生产系统、厂房、设备，以
委托方提供拍卖合同标的物为准。

1、展示时间：2018年5月13-14两日
2、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3、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5月14日下

午5时，有意
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并缴纳保证

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者，保
证金5个工作日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3-5828388
手机：13623738896
工商监拍电话：0373-3041140
商务监拍电话：0373-3057302

预拍公告

河南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7日

薛东方、王焕英、于凤仙：
杨维东依据郑州市管城公证处于2017年06

月06日出具的（2017）郑管证经字第0782号公证
书，于2018年04月12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薛
东方出具执行证书，担保人是王焕英、于凤仙。借
款人薛东方用其名下位于金水区经八路22号楼2
单元21号（房产证号：0901043647）的房产抵押向
杨维东借款陆拾万元整，利率为8.5‰，按月付息，履
债期限是2017年06月14日至2018年06月13
日。依据还款计划书，借款人须于2017年12月08
日提前归还本金壹拾万元整，时至今日，仍未归还，
已构成违约。杨维东已向本处申请执行，执行标的
为本金陆拾万元。逾期利息、违约金共计按每月2%
计算:从2018年02月09日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告》见报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
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城东路与金城街交叉口新城商
务二楼。联系电话：66230404（丁女士）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公证处

2018年5月7日

公 告

经巩义市人民政府批准，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巩义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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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设计
条件》。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
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8年05月27日 至2018年06月

03日 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8年06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07-6-3）。
2018年06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07-6-2）。
2018年06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07-6-1）。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
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2007-6-3地块：2018年05月27日08时00分00秒
至 2018年06月05日10时35分00秒。

2007-6-2地块：2018年05月27日08时00分00秒
至 2018年06月05日10时25分00秒。

2007-6-1地块：2018年05月27日08时00分00秒
至 2018年06月05日10时15分00秒。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 出让

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

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
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
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
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
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

撤回。 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
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
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
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
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1-64589588 联系人：李先生

巩义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7日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地块位置 有无底价 增价幅度（万元）

巩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巩义市网挂（2018）6号】

2007-6-3

2007-6-2

2007-6-1

河洛镇

河洛镇

河洛镇

47417.4

40518.4

21379.2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1.0 <1.1

>1.0 <1.1

<1.2

<35.0

<35.0

<45.0

>30.0

>30.0

>25.0

70年

70年

40年

无底价

无底价

无底价

5,655

4,832

2,636

3680

3145

1580

50.0

50.0

50.0

1

2

3

许昌国泰环保利用有限公司等123家
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
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其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我局现依法
吊销其营业执照，同时按照《工商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之
规定，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本处罚决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送达
之日起60日内向许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
建安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决定书
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被吊销执照的企业，其经营资格终
止，应依法组织清算，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吊销企业名单详见许昌市建
安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和许昌市建安区工
商质监局公告栏。

2018年5月7日

许昌市建安区工商管理和质
量技术监督局吊销营业执照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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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法条原文】

提高防灾防震减灾水平
纪念第十个防灾减灾日·汶川地震十周年

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人，陈独秀
长子，生于1898年。1915年，考入上海法语学
校专攻法文，1917 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
科。1919 年 12 月下旬，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摒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
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 6月，与赵世炎、周恩
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
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
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
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
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1927年 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
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
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
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
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
展斗争。6 月 26 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
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
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
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
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 年 7 月 4 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
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

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
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
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
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
倒。最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
忍地杀害。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
是在长期不断地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
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陈延
年 1926年说的这句话，现在被印在了上海龙
华烈士陵园纪念书签上。 （据新华社）

视死如归的革命者

本条是关于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的产生、职责、组成
人员以及和权力机关、上级监
察委员会关系的规定。

本条分四款。第一款规
定了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
产生和职责。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监察委员会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监察工作，接受国家
监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是整
个国家监察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

本条第二款规定了地方
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地
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组成和人
员产生方式，与国家监察委员
会相同。

本条第三款规定了地方
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职
期限。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主任的任期规定与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一致，每届任期与
本级人大每届任期相同，随本
级人大换届而换届。需要注
意的是，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连选连任没有
限制性规定。

本条第四款规定了地方
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察委
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监
察机关和纪检机关合署办公，
监察法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
员会对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
责，与上下级纪委之间的领导
和被领导关系是相匹配的。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法规室编写、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释义》）

第九条 地方各级监察委
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
工作。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
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
干人组成，主任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
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
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
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释义】

地方监委会组成人员

连选连任
无限制性规定

记者：我省防震减灾工作总体情况如何？
王合领：河南省是地震工作起步比较早

的省份，在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前的 1960 年就
建设了镇平、林州两个地震台。1973年年末，
组建河南省地震队，与物探中心分家，负责河
南的地震工作，1976 年，与河南省地震办合
并，组建河南省地震局。

我省是地震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
省内分布着太行山前断裂带、聊兰断裂带、华
北断块南缘断裂带、秦岭北麓断裂带等一系
列活动构造带，具有发生 6级以上地震的构造
背景。历史上记录到的 5 级以上地震 30 次，
最近一次发生在 1959年潢川，距今约 60年；6
级以上地震 7次，最近一次为 1820年许昌 6级
地震，距今约 200 年。5 级以上地震活动次数
在中、东部 20个省中排名第五。

我省周边强震频发。邻省地震多次袭击我
省，给我省带来严重破坏。另外，我省地震成灾
风险较大。因为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大
省，农村房屋基本不设防，小震大灾时有发生。

记者：我省防震减灾有哪些要求？
王合领：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自1966年邢

台地震以后才逐步在废墟上起步的。习近平
防灾减灾救灾思想，总结了我国防灾减灾救灾
的伟大实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
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
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
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
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
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这给防震减灾工作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

记者：目前，我省防震减灾工作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有哪些？

王合领：防震减灾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归结起来，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
求与防震减灾能力不足的问题。防震减灾是
安全需求的重要内容，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
的确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

1.科技支撑不力。如地震预报仍然是一个
尚未攻克的科学难题（全球性）。

2.业务能力不强。监测能力不足，市县地
震监测预报业务人员严重匮乏；防御能力不
足，地下不太清楚，地上不够结实，公众不太明
白。城市高风险、农村不设防的局面仍然没有
发生根本的转变；应急救援合力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了全社会参与的问
题，防震减灾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总之，对待地震的问题上，有一个十分难
解的题，那就是地震的小概率性，让人存有侥
幸心理，地震的高破坏性，让人有恐惧心理。
人民思想上重视不够，认识上明显差距，行动
上严重不足，自救互救能力差。

为此，我们必须推进地震科学技术现代
化和防震减灾服务能力现代化，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安全需求，立足常态减灾，更好地服务
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河南省地震局局长王合领：

自古以来，强大的自然灾害——地震一直袭扰着人们，唐山大地震让
人们惊恐了好多年。然而，一连30年的平静让人们麻痹大意起来。汶川
地震再一次向人们敲响警钟——地震时刻就在你身边。那么，河南的防
震减灾情况如何？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全国第十个防震减灾日来临之际，
河南省地震局局长王合领向媒体解析了河南的防震减灾情况。

□

记
者
马
国
福

立足常态减灾
服务经济建设

陈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