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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

全市春节期间开展
安全生产暗查暗访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郭勇）记者昨日从

市安监局获悉，为贯彻落实 2月 11日省市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重点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享有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市
政府安委办昨日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市开展安全生
产暗查暗访工作。

通知指出，春节期间，群众聚集活动增加、出行
活动频繁，人员安全警惕性下降，各类安全生产不稳
定因素增加，极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把节日期间坚持生产的重点
行业企业、烟花爆竹存储销售网站、交通运输、人员
密集场所、重大集会活动等作为监管重点，会同有关
行业监管部门，将正常监督检查与暗查暗访相结合，
督促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抓好各项工作部署，确保春节期间不出事故。

通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合理调配人员，保证暗
查暗访工作顺利开展，在此期间市安委办将组织若
干暗访组，对各级各部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暗查暗
访；节日期间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守规定，除按规
定上报每天值班情况外，要将当日监督检查情况与
暗查暗访情况与值班报告一并上报；要做好应急准
备工作，一旦发生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抢险救
援，尽最大可能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
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出〔2018〕26、27、28、29、30、31、
32、33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出〔2018〕30、31、32、33号

（网）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郑政出〔2018〕26、27、28、
29号（网）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
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
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采用《郑
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
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须知），商业用地采用价高者
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并于2018年2
月 13日至 2018年 3月 19日 17时，登录郑州市国土资源
局网站的网上交易系统（http://gtjy.zzland.gov.cn），浏
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年3月19日17时（挂牌期截止时间前2天）。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18
年 3月 8日至 2018年 3月 21日 9时。竞得人取得《网上
竞得证明》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料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1208房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让金缴款期限等事

项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60号）、《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
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改部门对上述地块
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
《挂牌出让须知》。

（四）郑政出〔2018〕26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11.628亩，郑政出〔2018〕31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46.073亩，郑政出〔2018〕33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4.4083亩，竞买人不需持有复垦券即可参与竞拍。待土
地竞拍结束后，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挂钩办办理相
关手续。

七、郑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业务电话：0371-68810680
联 系 人：于先生、邹先生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13日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8〕13号

编号

郑政出
〔2018〕
26号（网）

郑政出
〔2018〕
27号（网）

郑政出
〔2018〕
28号（网）

郑政出
〔2018〕
29号（网）

郑政出
〔2018〕
30号（网）

郑政出
〔2018〕
31号（网）

郑政出
〔2018〕
32号（网）

郑政出
〔2018〕
33号（网）

土地
位置

公安路南、
西四环东

同兴街南、
学院路东

同兴街南、
文艺路东

温馨街南、
康佳路东

苏屯路北、
清华园路西

苏屯路北、
固城路西

苏屯路北、
中央东路东

黄兰路东、
杜兰街北

使用权
面积
（m2）

46745.14

44343.28

17306.6

39817.3

28531.2

30714.5

13018.53

33298.05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

城镇住宅、
商服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3.5

＞1.0，＜3.0

＞1.0，＜2.5

＞1.0，＜3.0

＞1.0，＜2.5

＞1.0，＜3.0

＜2.5

＞1.1，＜2.8

建筑密度
(％)

＜25

＜25

＜25

＜25

＜25

＜25

＜40

＜28

建筑高度
(米)

＜100

＜80

＜60

＜80

＜100

＜100

＜100

＜80

绿地率
(％)

＞30

＞35

＞35

＞35

＞30

＞30

＞25

＞30

投资总额
(万元)

≥64983.1

≥56036.57

≥19461.235

≥50341.06

≥56357.837

≥65632.86

≥24412.142

≥39823.01

起始价
（万元）

32451

30761

11241

27646

20455

24164

9583

21177

熔断价
（万元）

48851

46161

16941

41646

30755

36264

/

31777

竞地价
最高限价
（万元）

64902

61522

22482

55292

40910

48328

/

42354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6226

15390

5625

13830

10230

12082

4800

10589

出让
年限
（年）

70

70

70

70

70

70

40

70、4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六通
现状

六通
一平

六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孙婧 张黎）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
扬鞭自奋蹄。中原区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中原区今年首批 14个重点项目日
前集中开工。

本次参加集中开工仪式的项目
共14个，总投资71.7169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5.347 亿元。这些重点
项目涉及地产、教育、安置房、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项目投资

占比较大，达到约 68 亿元。具体
为：总投资 22亿元的紫韵大型商业
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13.447亿元的
小李庄安置房项目，总投资 8亿元
的和昌·瑞景园项目，总投资 16亿
元的天誉华庭项目等。

为改善教学设施，还建设郑州
市第五十一中学教学楼及地下车库
建设项目。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
重中之重，中原新区、常西湖新区这
次开工的项目中，涉及道路的有：白

寨路（凌霄路—琼州路）、凌霄路（郑
上路—御马路）、汉正路、煤机路（洛
达路—工农路）、协和路（建设路—棉
纺西路）、兴国路（洛水路—凯旋路）。

据了解，中原区 2018 年上报
省、市重点项目共 27个，其中省重
点项目 18 个，市重点项目 9 个，总
投资 86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42
亿元。按建设进度分，前期项目 3
个，新开工项目 3 个，续建项目 19
个，竣工项目2个。

中原区首批14个项目投资逾71亿
涉及多方面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项目投资占比较大

稳定春节市场菜价
丰富节日商品供给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党组书记、总队长俞肖云带领该队居民收支调查处、消费
价格调查处、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负责人前往郑州纬
四路市场检查春节农贸市场供应及物价稳定工作。副市
长万正峰陪同检查。

来到该市场，俞肖云一行详细询问蔬菜、蛋禽、肉类、
水果等节日旺销产品物价及市场供应情况，并认真了解
该市场纳入统计调查的农产品物价采集流程。据介绍，
该市场经营面积 4600多平方米，各类摊位 130户，从业
人员近 300人，于 2013年 12月改造后开业，主要经营蔬
菜、水果、粮油、水产品、肉类等农副产品。按照统计要
求，该市场每天都严格进行物价采集，及时上报上级统计
部门。针对春节消费市场，商户们已备足质优价廉的商
品，方便市民购买年货。

俞肖云一行对郑州农贸市场稳定物价、丰富年货供
应等方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春节农贸市场事关
百姓假日消费，相关部门应做好物价统计及市场稳定工
作，确保市民快乐度过春节长假。

全省“春风行动”
本月20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红）2月 20日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将在全省联合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2018年“春风行动”，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据介绍，今年“春风行动”活动主题为“促进转移就业 支
持返乡创业 助力增收脱贫”，服务对象包括：有就业创业意愿
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有返乡下乡创业意
愿的各类人员、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

按照计划，本次活动在就业服务方面，既有多种形式的现
场招聘活动，也有微信推送、远程招聘等线上服务；在创新创业
方面，将大力宣传返乡创业政策，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在
技能培训方面，将开发一批有针对性的培训专业和课程，积极
引导和组织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两后生”主动参加培训，帮助其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在权益维护方面，将重点提高农村劳动力
的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并对用人单位加
强用工指导。

与以往不同，今年全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春节前已开展
一系列就业创业服务活动。按照计划，春节后全省“春风行
动”将全面启动，届时，将举办大型招聘洽谈、创业贷款集中发
放、创业项目展示、扶贫工作情况展示、就业创业政策咨询服
务等活动。全省各地“春风行动”活动期间将举办专场招聘会
1500多场次，提供130多万个就业岗位。

（上接一版）

坚决惩治“微腐败”
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发力、挺纪亮剑，强
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加大整治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优亲厚友、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对
这些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蝇贪问题，
群众的感受最为直接，反映也最为强烈。全
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自觉担当起助力脱贫
攻坚的政治责任，坚决查处扶贫领域存在的
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坚决惩治在脱贫攻坚
战中失职失责、不严不实的行为，采取挂牌
督办、领导包案、限期办结等办法从严从快
查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刚
刚过去的一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
扶贫领域违纪行为，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到哪
里，全面从严治党就跟进到哪里，监督执纪
问责就挺进到哪里，一大批侵害群众利益的
问题得到及时查处，惠民政策因此不折不扣

地落到贫困群众身上。全年共督办扶贫领
域重点问题线索 96件，立案 40件，党政纪处
分 36人。

市纪委督促县乡及有关部门加大对“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以重点问题线索督
办为切入点，紧紧围绕可能诱发“村霸”问题
的重点领域、重点人群、重点地区，集中开展
排查整治。全市打击黑恶势力团伙 13个，成
员77人。

在持续推进全省扶贫领域专项整治的
同时，市纪委还以脱贫攻坚对口帮扶的登封
市大金店镇崔坪村为试验田，立标杆、做示
范。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周 富强多次带领机关干部进村入户，顶烈
日、冒风雨暗访督导、调研走访，研究制定脱
贫方案；对贫困户精准帮扶，春节前夕专程
走访慰问；驻村干部徐红炜扎根崔坪，得到
党员群众一致好评。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以党中央关于脱
贫攻坚的要求为尺子，精准执纪，精准问责，
精准帮扶，把忠诚与为民落到行动中，把责任
与担当扛在肩膀上，把百姓的安危与冷暖挂
在心坎上，既当群众的贴心人，更做群众利益

的守卫者，为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保驾
护航。

锤炼政治品质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铁军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
认真落实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求，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拧亮内部“探照灯”，严格教育、严
格管理、严格监督，确保用铁的纪律打造铁
的队伍。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讲忠诚、守纪律、
做标杆”活动为抓手，组织纪检干部看专题、
谈主题、找问题。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开
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定期组织支
部书记述职述廉，培育一批“五星级党支
部”。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积极参与

“双迎攻坚”集贸市场综合整治等全市中心工
作，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宗旨意识和群众工
作本领明显增强。

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严把选人用人
关，加大轮岗交流力度，全年共轮岗交流干部
30 余名，组织培训纪检监察干部 800 余人

次。不断规范执纪权力，严格按照《监督执纪
工作规则（试行）》和省纪委《暂行办法》规范
监督执纪工作流程。坚持刀刃向内、有件必
核，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黑”。全市共处
置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1件，立案17件，
党政纪处分15人。

新时代扛起新使命，新征程彰显新担当。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和十届省
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始终不渝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解决
好‘怎么学’的问题；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解决好‘怎么办’的问题；
不忘初心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解决好

‘怎么干’的问题。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作
风上的‘硬骨头’、落实上的‘领头雁’。”周富强
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将顺应改革形势，真
正把“打铁的人”锻造成“铁打的人”，更好
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担当和使命，努力建
设一支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
廉洁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确保党和人民赋
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
蒙尘。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2017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综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