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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ZMDSF-202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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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
拍卖方式出让 ZMDSF-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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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Fr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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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日至 2021年 5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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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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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6日
17时。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间定
于：2021年 5月 7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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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客户端、大
河网同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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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
电话：0396-288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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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

宗地编号

ZMDSF-2021-01号

备注：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1〕1号文件执行。

宗地

位置

泰山路与
薄山路交
叉口东北

角

用地面积

（m2）

18705.95

土地
用途

文化
设施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50

容积率

1.0-2.0

建筑

密度

(%)

≤35

建筑

限高

(米)

24

绿地
率(%)

≥35

出让起始价
（万元/亩）

56

竞价增幅

（万元/亩）

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15

ZMDY-2020-44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成交字〔2021〕5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 2021
年 3月 10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
等相关媒体刊登了 ZMDY-2020-44号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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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资源部第 39号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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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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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编号

ZMDY-2020-44号

宗地位置

规划十三支
路与规划十
五支路中交
叉口东北侧
（紧邻市第
十一初级中

学）

土地
面积
(㎡)

2849.93

土地
用途

教育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50

成交价
（万元/
亩）

67

成交金额
（万元）

286.417965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
人

驻马
店市
文化
教育
产业
投资
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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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

深圳川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深圳川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深圳川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
人享有的主债权、对应借据及担保
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川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
际债权凭证为准。

特此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川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 15日

（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借款人

郑州红日家俱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红日家俱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喜多福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方信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月圆广告有限公司

淅川县宏博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镇平县博石玉业有限公司

南阳市计中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唐河和美饲料有限公司

南召秋实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淅川县银志油业有限公司

新野县中升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内乡和源大酒店有限公司

内乡永辉烟叶服务专业合作社

商丘市百隆贸易有限公司

安阳市瑞益丰煤业有限公司

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

借据号

01120170010190102001

01120170010190251001

01120160010145164001

01120160010142417001

01120150010130682001

01120160020003095001

01120150020002317001

01120140020001789001

01120150020002471001

01120160020002651001

01120150020002212001

01120170020003493001

17120160020000000001

01120160020002653001

01120150080000022001

01120130010069110002

01120150010131057001

01120150010131057002

01120150010133635001

01120160010137590001

01120160010137592002

01120160010137592001

01120160010137589001

01120170010174287001

02120170010044380037

本金余额

8,000,000.00

4,000,000.00

2,965,430.71

15,000,000.00

9,990,000.00

3,500,000.00

1,500,000.00

4,000,000.00

1,400,000.00

9,000,000.00

480,000.00

1,000,000.00

4,990,002.35

6,832,098.78

2,414,826.60

3,492,218.96

24,890,000.00

1,310,000.00

429,435.06

6,510,000.00

9,500,000.00

6,100,000.00

18,890,000.00

25,000,000.00

17,058,346.84

担保明细
郑州红日家俱有限责任公司、冯长
金、河南淘家家居家具有限公司

冯长金、河南淘家家居家具有限公司

郑州市喜多福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方信实业有限公司、李强、刘
文海、赵忠伟
张献月、刘荣新、张文博、郑真真、
河南金大陆置业集团叶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郑州月圆广告有
限公司
陈铁柱、杜明珍、淅川县宏博仓储
服务有限公司
杨大勇、刘莹、常萌、周江、河南英
奇陶瓷有限公司、易金旺

南阳正昊实业有限公司,周晓

邓州大旺农牧有限公司,邓州大
旺农牧有限公司,河南界中醋业
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和润饲料有
限公司,邢丽丽,闫洪让
南召天悦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王新亚
李银志、孙毅鹏、龚浩、马志勤、淅
川县华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李
银志
李颜兵,杜小贞,李硕勋,李祥俊,
李颜兵,新野县确亮洁不锈钢制
品有限公司
晏丽萍、陈永红、河南东山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宋正卓,姜永进,任英毫,王金峰,
杨希昌

辛玲、邵霞、赵素云

安阳市利鹏鑫水泥建材有限公
司,安阳市瑞益丰煤业有限公司,
河南丰太畜牧业有限公司,赵广
宇
河南丰太畜牧业有限公司,赵广
宇

赵丽丽,赵广宇

河南梦想面业有限公司,刘富芝,
赵冠峰,赵亚楠,赵崧森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刘富芝,
赵冠峰,赵亚楠,赵崧森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刘富芝,
赵冠峰,赵亚楠,赵崧森
河南国花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河
南梦想面业有限公司,刘富芝,赵
冠峰,赵亚楠,赵崧森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陈英雷,
李钦社,李晓利,李幸伟,马延峰,
郑州弘顺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河南天
成彩铝有限公司,陈英雷,李钦
社,李晓利,李幸伟,马延峰,郑州
弘顺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合计

借款人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

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鹤壁玉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淇县仁和农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英奇陶瓷有限公司

淅川县华新铸造有限公司

淅川县华新铸造有限公司

淅川县华新铸造有限公司

河南齐昱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齐昱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齐昱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齐昱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世界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恒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恒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恒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彬彬轮胎有限公司

焦作市崇义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焦作市崇义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安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耕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借据号

02120170010044379008

01120150010106810002

01120150010106810001

01120150010117441001

01120150010117441002

01120150010117440001

01120150010117440002

01120150010117049001

01120150010117046001

01120160010134430001

01120150010119782001

01120140010081927001

01120150020001932001

01120140020001744001

01120150020001892001

01120150020001891001

01120170010212486001

01120170010212487001

01120170010212488001

01120170010212485001

02120150010031412013

01120140010084065001

01120140010084065002

01120140010091686001

02120150010028005002

01120150010108719001

01120150010108820001

01120150010110571001

01120150010118046001

本金余额

2,890,041.81

16,000,000.00

34,000,000.00

6,000,000.00

8,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8,500,000.00

9,499,999.01

2,000,000.00

20,000,000.00

30,000,000.00

15,000,000.00

7,000,000.00

2,400,000.00

10,600,000.00

4,000,000.00

4,200,000.00

4,671,680.50

4,800,000.00

29,946,012.57

10,000,000.00

10,000,000.00

4,000,000.00

7,607,745.49

10,000,000.00

10,000,000.00

8,000,000.00

29,800,000.00

501,167,838.68

担保明细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陈英雷,李
钦社,李晓利,李幸伟,马延峰,郑州
弘顺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崔三花,崔小花,李鲁胜
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崔三花,崔小花,李鲁胜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杰
鹤壁玉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宋红
利,王树军,王树霞,杨爱民
河南宇风汽车有限公司,冯金玉,葛
武林,袁清明

河南英奇陶瓷有限公司

淅川县路逾三五四二鞋业有限公司

淅川县华新铸造有限公司,淅川县
华新铸造有限公司
淅川县华新铸造有限公司,淅川县
华新铸造有限公司
登封市嵩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陈
士祥,黄云霞,贾克义
登封市嵩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陈
士祥,黄云霞,贾克义
登封市嵩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陈
士祥,黄云霞,贾克义
登封市嵩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陈
士祥,黄云霞,贾克义
河南省绿世界新能源有限公司,刘
丽芳,夏大山
河南省耕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李
雷英,王海成,张会聪,张振国
河南省耕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李
雷英,王海成,张会聪,张振国
河南省耕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李
雷英,王海成,张会聪,张振国
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
来斌,刘小兵
河南省天鹅型材有限公司,宋娜,宋
晓,宋悦奇
河南省天鹅型材有限公司,宋娜,宋
晓,宋悦奇
河南银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伟,
张媛媛

郑州金苑面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元）

近年来，长垣市信访局着眼“三量”，靠
前一步、主动作为，奋力实现信访工作高质
量发展，努力推动信访形势稳中向好。一是
源头预防控增量。定期组织开展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全面摸排各类苗头性、
倾向性、隐患性问题。对排查出的问题，能
及时解决的，快速解决；不能就地解决的，全
部明确乡科级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限期化解；对重大疑难纠纷，由市信访联
席办提请市领导包案处理，直至群众事心双
解。二是化解积案去存量。以集中治理重
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行动为抓手，按照

“事要解决、案结事了，停访息诉、彻底化解”

的要求，确保问题彻底化解到位，实现信访
积案清仓见底化解目标。三是法治保障提
质量。坚持依法办事，树立正确的法治观
念，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强化信访工作责
任制的监督检查，用好信访提示函、信访督
办函、信访工作追责等相关制度，对应办不
办、推诿扯皮、弄虚作假等行为，严肃倒查责
任。加强信访基础业务标准化管理、信息化
支撑、责任制落实，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
细化水平。2021年截至目前，该市信访基
础业务规范率达100%，信访群众满意率达
100%，“十四五”信访工作开了好局、起了好
步。 （段瑞洁）

国家税务总局唐河县税务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围绕
税收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税收”为目标，把“互联网+”思维融入党建工
作，在机关大厅、走廊、电梯、餐厅等处安置了多台“智慧党建”触摸、查
询、展示、学习一体机，率先在系统内打造“智慧党建”网络学习系统，平
时展播专家讲座、直播课堂、有声党课等音像资料供大家学习，随时还
可联网查询学习各类党建知识，同时对党支部建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预警提醒、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价，真正把党员教育管理融入了日常工作
生活中。“除了打造智慧党建平台，我们还创建了‘延伸党建触角360’
新品牌，创新实施了党支部记实工作法，把党建工作抓在平时、延伸到
基层，促进了党建与税收工作的深度融合。”唐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徐磊说。该局通过打造“党建文化园林”，持续开展“红、绿、黄”三星
评定，每季度都有近50名党员被评定为红星，为各支部确立学习标杆，
树立榜样，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各项工作中得到具体体现，实现了
党建工作全覆盖。该局先后被评为河南省税务系统“十优”党建示范
点、南阳市机关党建创新优秀案例一等奖和南阳市党建工作观摩点，被
省税务局和南阳市政府记“集体三等功”。 （王碧辉）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近日，
开封开发区消防大队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大队全体党员走进刘青
霞故居，瞻仰革命先辈故居，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在刘青霞故居，全体
整齐列队，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之情认真观看实物及影像资
料。一幅幅感人的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幕幕辉煌的战
斗场景，让大家重温了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从中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英
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活动结束后，大家表示，要
坚定理想信念，掌握过硬本领，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
党员，为党争光，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施远）

近日，在通许县咸平街道赵河社区
的田间地头有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两
三部手机，一个三脚架的环形美颜灯，几
位农民“主播”手拿蒜薹正扯着嗓门卖力
吆喝。据了解，该社区是一个脱贫社区，
农户直播的地块正是该社区农业合作社

发展高效种植的产业扶贫基地。目前通
过电子商务“直播”的方式推销地方特色
产品已成为一种时尚，打开了农产品销
路，成为助力农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助推
器”。 （马辉）

长垣市不断压实基层责任，加强源头
治理，维护全市大局和谐稳定。各乡镇结
合本辖区实际，制定了有效措施。丁栾镇
采取集中培训的方式，加强信访法律法规
学习，使镇村干部更好掌握信访政策。同
时，组织机关干部进村入户，了解民情，掌

握一手资料，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
生。镇政府和各村党支部书记签订了《信
访工作责任书》，强化村级领导责任，重化
解，抓稳定，促和谐。截至目前，丁栾镇共
排查出信访问题 8起，化解 8起，化解率
100%。 (崔婷 刘李娜)

“今天我为当选的新一届社区‘两
委’干部讲廉政党课，围绕‘强作风、提素
质、重廉洁、促发展’这一主题，请大家自
觉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能为老
百姓实实在在地办好事、办实事。”近日，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党委书记
程习军为新一届社区“两委”干部讲了一
堂生动的廉政党课，他从强作风、提素质
等方面，强调要做到“四个加强”，加强理
论学习是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认识是关键；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
念教育；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随
后，大家集中观看了廉政教育影片《沉重
的代价》，为党员干部敲响了廉政教育警
钟，切实增强了新一届社区“两委”干部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本次培训学习
教育，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以后在工作
中，要做踏实本分、清正廉洁的公仆型干
部，营造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

（李变娣）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用忠诚、生命、热
血和智慧锻造而成,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崇
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品德、优良作风等，
开展红色教育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基本途
径。国家税务总局南召县税务局一方面，
以理想信念为根基，组织学习党史和新中
国史，学习和借鉴党和国家宝贵的历史经
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
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干事创业信
心，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开展
向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学习活动。组织开
展集中学习活动，学习革命烈士和英雄人
物的崇高风范，学习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

等优秀干部的模范事迹，通过重温入党誓
词、理论学习周、红色摄影展等方式，与反面
典型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努力达到“铭记一辈子、影响一辈
子”的效果。同时，以红色印迹为基础，设置
红色课堂，开展红色体验，努力打造红色教
育体系。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要
求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巩固坚定
理想信念宗旨根基，永葆党的宗旨、本色。
把学习成果转化到工作中，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做到知行合一，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
性觉悟，增强政治意识，为下一步的各项党
建工作筑牢坚实基础。 (乔普华)

让党建工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加强党史学习教育

“田间地头的直播间”成了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强化责任落实 维护信访稳定

讲好廉政党课 筑牢思想防线

开展红色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

着眼“三量”推动新时代信访工作更高质量发展

4月 6日，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举行第 30个税收宣传月
活动启动仪式并召开“一策一讲 一措一谈”政策宣讲会。会上，该局
主要负责人致辞，代表全县税务系统向出席本次启动仪式的企业家
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宣布第 30个税收宣传月活动
正式启动。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河南省税务局便民春风行动
宣传片，该局分管副职宣读税收宣传月活动方案，要求准确把握宣传
月活动主题，不断丰富宣传月活动内容，确保纳税人缴费人知悉到
位，将措施落到实处。业务部门政策宣讲人对近期税费优惠政策进
行了专项解读，纳税服务部门作出了“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承
诺。现场税企交流气氛热烈，解决了企业近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该
局将税收宣传月活动作为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的重要举措，重点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办好
惠民实事。通过税收宣传月活动推出精细服务和精确执法，确保活
动宣传到位、服务到家，从根源上为纳税人纾困解难。确山县税务局
将以税收宣传月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优化税
务执法方式，税企同心，群策群力，为推动确山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周枫 李龙飞)

为加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帮助新任
“两委”干部迅速融入角色，开封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党委对新任“两委”
干部开展集中培训。此次培训通过理论
辅导、案例分析、警示教育、讨论交流等形
式，围绕农村社区发展，紧贴农村党建工
作需求，有效提升“领头雁”队伍干事创
业、履职尽责的能力。在配齐“两委”班子

后，农场党委集中精力，以“打造过硬‘领
头雁’，乡村振兴‘排头兵’”为目标，切实做
好“两委”换届工作后半篇文章，截至目
前，全场已累计开展各类培训6场400余
人次，切实让基层干部认识差距、找准定
位，打通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
里”，真正成为农村建设的“领头雁”、乡村
振兴的“排头兵”。 （李刘报）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领导
班子坚持带头做起，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理念，着力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以
为民谋利、为民尽责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该乡党委、政府提出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一
定要有执政为民的情怀，逢事不避难、敢

于担当为民解忧的精神境界。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科学合理解决。接待上访群
众时，态度要诚恳；群众反映问题时，倾听
要耐心；多向群众了解情况，找准他们反
映问题的症结；多与群众换位思考，切实
为他们排忧解难。 （王丽）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南
阳镇平县司法局玉都司法所通过全面
动员，精心组织，号召大家学先进，转作
风，砥砺前行，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
热潮。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主
动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中，确保学有所

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激励党员干
部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
论，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通过党史专题教育，大
家纷纷表示，要听党话、跟党走，确保革
命精神薪火相传。

（仝德顺)

鹤壁鹤山区为做好搬迁群众的后续
帮扶工作，通过稳岗就业、光伏扶贫、项
目产业帮扶、资产收益等多举措帮助搬
迁群众增收致富。区扶贫办积极与人社
部门沟通，组织搬迁群众开展劳动技能
培训，同时在安置小区附近建设了帮扶
企业加工点，多渠道多元化开展就业帮

扶。区乡两级制定了按照光伏收益分配
管理办法，优先将易地搬迁群众纳入光
伏补贴对象范围。通过与辖区企业实施
到户增收，相关村实施乡村旅游、特色种
植养殖等产业扶贫项目，进一步带动易
地搬迁群众增收。

（冯冰）

第30个税收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扎实开展“领头雁”培训工作

逢事不避难 敢于担当为民解忧

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四举措做好易地搬迁后续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