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记者昨日从郑州市纪委监委
获悉，登封市住建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尚春和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登封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登封市住建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尚春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我思前想后，只有主动向组织
说明问题这一条路可走。我愿意如
实交代，接受组织处理。”这是郑州国
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李乔松自动向市纪委监委
投案，如实向组织交代自己违纪违法
问题时的真心表白。

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从严治党作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作出了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
署，实现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
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全覆盖，违纪
违法者已无“容身之地”。“反腐败斗
争必须坚定不移抓下去，不会变风
转向。”在 8 月 17 日至 19 日召开的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用这一旗帜鲜明、掷地有声
的宣言，再次宣示了我们党把反腐
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和坚定

决心。
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

巩固发展。正告那些仍然执迷不悟
的违纪违法人员，反腐败绝不是“毛
毛雨”，淋在身上毫无知觉；也不是

“雷阵雨”，只下一阵，躲过这一阵就
“没事了”；而是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心
存侥幸、蒙混过关，只不过是痴人说
梦、痴心妄想。相信组织、自动投
案，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我们党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从不“一棍子打死”，只要真心悔过，
及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就会受
到宽大处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均有对自动投案、主动交代
本人问题进行从宽处理的相关规
定。8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
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
公告》,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
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
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识时务而明大势，知迷途而返
正道。全面从严治党只会越来越严，
惩治腐败的力度也会越来越大。法
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那些犯了
错误还在犹豫徘徊的人，早日回到
正确的轨道上来，早决断，早回头，
自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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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郑州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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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投案是唯一正确选择
郑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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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全市安监系统工作会议召开

以监管执法高质量
推动安全发展高质量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刘百鹏）近日召开
的全市安监系统工作会议提出，全市安监系统干部
职工要以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以监管执法的高质量
推动安全发展的高质量，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提供良好安全保障。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并听
取了荥阳市、金水区、航空港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经
验做法的交流发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监管执法，强化风险管
控与督导检查，持续打牢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我市安全生产基层薄
弱、基础脆弱，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风险相互
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不容乐观、形势依然严峻，需要
高度警惕和重视。

会议提出，全市安监系统要针对问题，突出重
点、精准施策，高质量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
监管工作。今年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建设、双重防控体系建设、智慧监管平台体系建
设、考核问责体系建设工作。各地务必克服麻痹思
想，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认真开展好关键时期安全
防控、安全生产谈心谈话活动、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执
法大督查活动。

会议强调，全市安监系统要立足改革，着眼长远，
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和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政治业务素
养，营造干事创业氛围，全面防控和遏制各类事故发
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以及推进应急管理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创造一个更加
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这些银行卡
可取公积金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
解到，市区提取公积金使用银行卡范围已经确定。

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知，为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
服务效能，方便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即日起，郑州市区提取住房
公积金可使用本人本市在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
行、邮储银行中任意一家正常使用的一类借记卡（储蓄卡）。

详情可通过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12329咨询。

扶贫注资300万
助寒门学子圆梦

本报讯（记者 王治）2018年薛景霞革命老区教育基金发放仪
式近日在上街区政府举行。活动现场，康利达集团再次捐资300万
元，用于支持革命老区建设，并对上街革命老区村今年29名应届贫
困大学生进行资助。

据介绍，作为郑州本土优秀民营企业代表，迄今为止，康利达
集团在抗震救助、扶贫济困、尊老助医、助学帮教等公益慈善事业
方面捐款累计2.8亿多元，其中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1亿多元。

近年来，康利达集团捐资成立了两只教育专项基金，分别为
薛景霞革命老区教育基金和薛景霞教育慈善基金。其中，“薛景
霞革命老区教育基金”成立于 2007年 9月，致力于推动革命老区
教育事业发展。11年来，该基金已累计资助老区贫困学生 1600
多名，奖励老区优秀教师100多名。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中牟县
国土资源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郑政经开出〔2018〕029号（网）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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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储备用地。产业准入条件均

属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仓储业中其他仓储业。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
正）中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建设规
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及《建设项目用地产业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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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价高

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公告时间为：

2018年 8月 29日至 2018年 9月 17日。申请人需办理数
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
州市招标局）官网 http://www.zzsggzy.com/“办事指
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交易系统（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
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18年
9月18日至2018年10月8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18年9月29日17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2个
工作日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详见
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502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取得
《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
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国龙商务大厦）
1310室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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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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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七、联系方式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联系地址：经开第八大街与经南三路交叉口国龙商务

1310室
联系电话：0371-60806989

联 系 人：闫先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与工人路向西100

米路南新蒲大厦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赵先生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中牟县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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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号

编号

郑政经开出
〔2018〕

029号（网）

土地位置

四海路以南、信通南街（规
划路名信通街）以西

使用权
面积
（m2）

83525.75

土地
用途

仓储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6

建筑密度
(％)

＞60

建筑高度
(米)

仓储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绿地率
(％)

＞10，＜20

总投资
(万元)

≥33000

起始价
（万元）

455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550

出让
年限
(年)

5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本报讯（记者 李娜）建设单位、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将录入信用信息，纳
入失信黑名单。昨日，市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听取并审议了《关
于修改〈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
的决定（草案）》。

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措施
据了解，《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

例》自2003年 5月 1日颁布实施以来，为推
进我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修改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措施，规
定“立项申请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可以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可以自行编
制。”同时，规定了“政府投资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部分分项工程投资超过批复概算但
项目总投资不超过批复总概算的，由项目
单位自行调剂使用，不再进行概算调整。”
《决定（草案）》还按照有关规定，在政府投
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时取消了关于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规定；在项目实施中
取消了对施工图设计审查等。

部分项目可不审批项目建议书
《决定（草案）》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精神和要求，明确
规定了对经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中已经明确的
项目，部分改扩建项目以及建设内容单
一、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以不审批项
目建议书。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对总投资 1000万
元以下的项目，直接编制、审批项目实施方
案，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初步设计；对总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
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不再审批项目建议
书，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
计。《决定（草案）》采取授权式表述，规定

“对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按
省、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项目监管对象扩大为全覆盖
《决定（草案）》贯彻落实国务院机构改

革精神，删去了关于稽察特派员制度的具
体规定，在条例中授权市政府另行制定管
理办法，为下一步理顺稽查管理体制、规范
稽查工作措施预留了政府立法空间。《决定
（草案）》在项目审批、实施和管理中规定了
咨询评估措施，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确
保了咨询评估的客观公正与效率。

将监管对象扩大为“建设单位、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实现
事中事后监管的全覆盖，并增加了“将其违
法违规行为录入信用信息，纳入失信黑名
单”的规定。

《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修订

建设项目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将纳入失信黑名单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郑州市2018年第一批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报告》的决议

（2018 年 8 月 29 日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郑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
局局长刘睿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郑州市 2018 年第一批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报告》，并对报告进
行了认真审议。会议决定批准市政府提出的郑州市 2018 年
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分配使用情况报告。

郑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8年8月29日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慧织、张晨、雷蜜、马玲霞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
刘涛、李濯清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免去：
宋超、尚清霞的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孙武的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宁建海、王耀世的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翁波、夏继陆、翟景春、程和平、王发坤、王涛、李明见、刘灿敏、

付志强的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李彦林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文炤、葛朋飞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
国平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赵喜亮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张玉显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吕树伟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汤涛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职务；
朱登宽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记者昨日
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教师节当晚，我
市将在本地（辖区）地标建筑上通过
LED字幕滚动方式为教师“亮灯”，让
教师的荣光在最高处闪耀。

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弘扬高尚师
德，潜心立德树人”。各级各校将在

节庆活动中突出师德第一标准，坚持
为广大教师解难题、办实事、办好事，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学校（单位）将
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关于教师地位
待遇的各项惠师举措。重点关注乡
村一线教师、离退休老教师、贫困教
师以及因公殉职教职工家属，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在节庆前夕送去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温暖。

此外，市教育局还将协同组织召开
“郑州市2018年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
会”，并组织开展“2018年最美教师颁
奖典礼”和“感恩我最尊敬的老教师”志
愿服务活动等多种方式庆祝教师节。

感念师恩 礼敬教师
教师节期间我市将举行丰富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上接一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武安、赵明恩、
王广灿、王贵欣、赵新中、王铁良、范强、法建强、赵书贤，
秘书长王福松出席会议。

副市长黄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刘海奎，市监察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市政府有
关委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委
厅室负责人，市纪委监察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
长，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同志和12名市人大代
表列席会议。12名公民旁听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