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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落地，新三板奋力起
航。

继全国股转公司完成了新三
板一揽子改革方案后，5月 27日，
国务院金融委又推出 11条金融改
革措施。其中，新三板作为重要的
一条。

文件指出，出台《关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
板上市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新三
板改革，积极稳妥实施公开发行，选
择符合条件的企业作为精选层，允
许公募基金投资，建立新三板挂牌
公司转板上市机制，明确转板范围、
条件、程序等基本要求，充分发挥新
三板市场承上启下的作用，加强多
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

可以预见，在多项利好政策的刺
激下，新三板必将快速、健康发展。

为了大力服务河南新三板企
业发展，河南日报社联合郑州市高
新区挂牌公司服务协会推出第三
届“河南新三板最具投资价值 30
强”活动 。

活动自 3 月 28 日启动以来，
《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商报》
及大河网等媒体发布了消息，新华
网、人民网、大河财立方、和讯河南
等媒体也给予了报道，形成了强大
声势，取得了重要影响。

活动举办以来，主办单位密集采
访企业30多家，刊发新三板企业报
道40多篇，有力的宣传了河南新三
板阵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投票环节，共计 108276 人次
参与，超过41万张投票。本着自愿
申报的原则，主办单位首先对没有
申报，或者申报资料不全的企业予
以排除;经审核，结合投票环节，现
推出入围名单60个，这些企业作为
首轮入围企业，进行全省公示。

本次名单公布后，主办单位将
根据评价标准召开专家评审会，最
后得出最具投资价值30强名单。

咨询电话：0371-65796009
6791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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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ZMDY-2019-10号、ZMDY-2020-8号、ZMDY-2020-9号、ZMDY-2020-10号、
ZMDY-2020-11号、ZMDY-2020-12号、ZMDY-2020-13号、ZMDY-2020-14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土告字［2020］35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Y-2019-10号等八
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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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

相关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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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驻马店市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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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于 2020 年 6月 4日至
2020 年 6月 23 日前登录驻马店市地
产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
载《网上拍卖出让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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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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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 23日 17时。

ZMDY-2019-10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6月 24日 8
时 30分。

ZMDY-2020-8 号 宗 地 拍 卖 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6月 24日 9
时。

ZMDY-2020-9 号 宗 地 拍 卖 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6月 24日 9
时 30分。

ZMDY-2020-10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 年 6 月 24 日
10时。

ZMDY-2020-11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 年 6 月 24 日
10时 30分。

ZMDY-2020-12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 年 6 月 24 日
11时。

ZMDY-2020-13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 年 6 月 24 日
11时 30分。

ZMDY-2020-14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0 年 6 月 24 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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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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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产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
息为准。

七、实行供地合同履约保证金制

度。土地出让成交后，土地使用权竞
得人应当按土地总价款的 5%向驻马
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缴
纳合同履约保证金，待项目竣工联合
验收后，视履约情况予以处置。合同
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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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0396—295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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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

2020年 6月 4日

宗地编号

ZMDY-2019-10号

ZMDY-2020-8号

ZMDY-2020-9号

ZMDY-2020-10号

ZMDY-2020-11号

ZMDY-2020-12号

ZMDY-2020-13号

ZMDY-2020-14号

备注：ZMDY-2019-10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9]13号、驻自然资函[2020]59号执行。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公厕一所、垃圾转运站一座。
ZMDY-2020-8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72号执行。
ZMDY-2020-9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87号执行。
ZMDY-2020-10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90号执行。
ZMDY-2020-11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88号执行。
ZMDY-2020-12号、ZMDY-2020-13号、ZMDY-2020-14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89号执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配 套 ：ZMDY-2020-8 号 、ZMDY-2020-9 号 、ZMDY-2020-10 号 、ZMDY-2020-11 号 、ZMDY-2020-12 号 、
ZMDY-2020-14号宗地按照《驻马店市中心城区配套设施标准（试行）要求执行》。

宗地位置

雪松大道
与前进大
道交叉口
西北角

雪松大道
与前进大
道交叉口
西南侧

东祥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
西南侧

东祥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
西北侧

农业路与东
祥路交叉口
东南角

农业路和东
祥路交叉口
东北侧

农业路和东
祥路交叉口
东北角

农业路和东
祥路交叉口
东北侧

用地
面积
（m2）

56363.04

83308.08

25428.54

28501.01

50901.72

3302.93

3441.22

10670.24

用地
性质

商业用地

商住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服务
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商服40

商业：40
住宅：70

70

70

70

70

商服40

70

容积率

2.0-3.0

2.0-3.0

1.8-2.8

1.8-2.8

1.8-2.8

1.0-1.5

1.2-2.5

1.8-2.8

建筑
密度
(%)

≤65

≤30

≤25

≤25

≤25

≤35

≤40

≤25

建筑
限高
(M)

60

80

80

80

80

24

24

80

绿地率
(%)

≥8

≥30

≥35

≥35

≥35

≥25

≥20

≥35

出 让
起始价

（万元/亩）

242

210

210

210

210

210

242

210

竞价
增幅（万
元 /亩）

5

3

2

2

2

2

5

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092

5249

1602

1796

3207

208

250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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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税加速度 服务添温度

为积极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将对纳税人、缴费人的服务
落到实处，近日，濮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石卫华走访了全国人
大代表、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了解、征求人大代表对
完善税费政策和改进服务举措的意见建议。石卫华首先向李连成
详细介绍了税务部门近期在税费征收、纳税服务等方面开展的各项
举措，列举了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税费优惠政策落实
情况，还特别针对此次疫情推出的网上办税渠道进行了解读。他表
示：该局鼓励纳税人积极通过河南省电子税务局、手机App等“非接
触式”网上办税缴费渠道办理缴税（费）业务，并印制宣传彩页近千份
向纳税人发放。李连成对该局近年来服务企业、服务纳税人的各项
举措表示满意，对疫情期间该局积极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全方
位服务纳税人的举措提出赞赏，并对如何提升税收政策宣传效力、
扩大宣传面提出希望：一是把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得更加
接地气、通俗易懂，适合老百姓理解和操作；二是对于重点企业实行
上门辅导，使纳税人对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应享尽享。石卫华表示，
一定积极主动回应纳税人关切问题，认真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为地方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郑帅兵）

“真没想到疫情期间还能这么快收到出口退税税
款，这117万元的及时到账给我们企业缓解了很大压
力。”汝南县鸿庆木制品的孙会计激动地说。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恰逢出口退税企业申报期，
驻马店汝南县税务局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全
力支持出口企业退税。为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办理
速度，该局开通“出口退税业务办理直通车”，采用“专
人负责制”的特办方式对接企业。同时，通过税企微
信群和一对一辅导方式及时发布出口退（免）税申报
提示，引导企业运用“单一窗口”、电子税务局等线上
途径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各类事项申请和资料信息

传递。收入核算股加强与人民银行出口退税负责人
的沟通协作，及时审核审批退税业务,极大提高了办
事效率，减少纳税人来回奔波，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保
障退税资金及时返还企业。第一税务分局各个岗位
时刻保持人员在线，保障出口退税受理、审核、复核、
审批各个环节畅通，对出口企业的退税申请实现“秒
批”“秒转”，与国库间保持税库联动，加快退付进度。
此外，退税部门还积极收集企业的诉求和建议,细心
开展“零接触”出口退税咨询辅导工作,为企业解决出
口退税申报中遇到的各种涉税问题，与企业共同抗击
疫情。 （刁梦云 王子博）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
的国内首条穿越硅藻岩（土）高铁隧道——杭绍台铁
路飞凤山隧道顺利贯通。据了解，自 2019年 1月开
工以来，该集团杭绍台铁路项目部高度重视，在建设
各方协同下，成立科研攻关技术团队分别开展了硅

藻岩（土）路基长期稳定、变形机理与控制方法、桥梁
桩基试验、硅藻岩（土）隧道工程等科研工作，相关路
基、桥梁、隧道设计及施工技术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
铁路（含高铁）建设的空白。

（李强 王飞辉 陈曦）

近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积极开展燃气管道消
防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预防燃气管道引发的消防安全隐患
事故发生，保障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点对社区楼院
燃气管道进行细致排查，检查内容包括天然气表是否完好有
效、天然气管道是否泄漏、燃气表后管道安装是否规范、软管是
否老化等项目。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办事处当即进行告
知，要求小区物业限期整改到位。为强化责任单位的安全意
识，工作人员在排查期间，加大对物业人员、居民住户的教育引
导力度，讲解燃气管道消防问题的严重危害，倡导居民安全用
气、科学用气，示范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介绍遇到燃
气问题的应急处理办法。通过集中排查治理，增强了社区群众
安全用气的意识。该办事处将继续加大各类安全隐患的排查
力度，实时更新问题整改台账，守好辖区群众的安全门。

（游昆鹏）

开展燃气消防隐患排查 守好辖区群众安全门

走访全国人大代表 征求税收工作意见建议

杭绍台铁路飞凤山隧道顺利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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