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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9月11日
郑政出〔2018〕105号（网）土地，位于冉屯北路东、

农业路北，使用权面积 4290.6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
鑫利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5901万元。

2018年9月14日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公 示

2017年 4月，国务院批准同意自 2017年起，将每年的 5月
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品牌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为贯彻
落实“品牌强国”的国家战略，讲好改革开放 40年的中国品牌
故事，中国品牌日 510品牌行动发起《寻百企，建百言》活动寻
找、培育、塑造一批中国自主品牌。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
与企业品牌意识高涨，中国自主品牌在全球的传播受到中央主
流媒体的力挺。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新
时代品牌强国计划”“民族品牌工程”“国家品牌计划”活动。《寻
百企，建百言》专题活动是以“节目+活动”的形式在全国甄选优
秀企业走进央视，2018年 9月开始将在郑州甄选企业。

中国品牌日510品牌行动走进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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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党员干部违规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2018年 5月，高新区纪工委接群众举报，反
映沟赵办事处某村党支部委员张某违规为女儿
操办婚礼，在某酒店宴请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
组长，共计 20余人，收受礼金 0.5万余元。几天
后，又在村拆迁指挥部宴请亲属、村民等，安排
婚宴40多桌，收受礼金4万余元，两次宴请均未
向村党支部报备。区纪工委经查证问题存在，
那么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对张某的违纪问题如何
定性处理？

答：张某行为违反党的廉洁纪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章第八十五条明确：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或者有
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依照前
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新修订的《条例》将这一条款调整至第九十
一条，并进行简单修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
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
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
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张某身为共产党员，本应自觉遵守党的纪
律，作为村党支部委员，更应该带头移风易俗，
做“倡树文明新风，抵制大操大办”的榜样，却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规为女儿操办婚
礼，邀请村两委成员、村民组长和其管理和服务
的村民参加，收受礼金 4.5 万余元，在群众中造
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违反党的廉洁纪律。鉴
于张某在组织对其核查、审查期间能主动交代
本人的问题，认错态度诚恳，高新区纪工委对张
某收受的礼金予以收缴，同时根据张某违纪事
实，结合张某的态度、悔过表现等情节，决定给
予张某党内警告处分。

坚决对公款旅游说“不”
2018年 5月，中牟县某局副局长张某带领 50名党员干

部到湖南韶山进行为期五天的培训学习。在培训第三天，张
某接受部分党员干部的提议，擅自组织10名党员干部改变行
程赴张家界景区公款旅游。对于张某等10人在培训期间改
变培训行程借机公款旅游的情况，纪检监察机关应给予何种
处分？

答：党员干部培训途中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属于违
反廉洁纪律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八条
明确：“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
之名变相旅游的；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
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行为，将对直接责任者和领
导责任者，给予党纪处分。

新修订的《条例》第八章第一百〇五条根据实际情况，
对这个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明确：“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公款旅游或者以
学习培训、考察调研、职工疗养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的；
（二）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的；（三）参加所管理企业、下
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借机旅游的。以考察、学习、培训、
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依照
前款规定处理。”

张某等 10人借培训之机，擅自改变行程到景区公款旅
游，违反廉洁纪律，败坏了党员干部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
负面影响。经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张某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决定给予其他 9人警告处分，并责令参加公款旅游人员
退缴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本报讯（记者 李娜）提高县乡公务交通
补贴统筹比例、按岗位核定补贴标准、向基
层倾斜配备车辆、按距离远近包干交通费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财政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车改革财政配套制度
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健全完善公车改革财
政配套政策，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基层工作人
员公务出行。

探索多种方式保障公务出行
《意见》提出，要结合地方交通状况及财

力保障水平，探索建立适合县乡实际的基层
工作人员公务出行管理制度，采取多种方式

保障基层工作人员公务出行。
如，鼓励提高县乡公务交通补贴统筹比

例，将统筹资金用于保障党政机关中心任务
出行；鼓励按岗位核定补贴标准，避免将公
车改革补贴变相为发放福利；鼓励向基层倾
斜配备车辆，避免部门职能不同产生车辆使
用中的旱涝不均；鼓励按距离远近包干交通
费等多种方式，保障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
公务出行。

严禁超标准租用高档豪华车辆
《意见》要求，科学划定车改补贴覆盖

（行政区域）范围。由于县乡区域面积的特

殊性，行政区域不如省会或省辖市明晰，因
此要科学、合理划定车改补贴覆盖范围。既
不能因范围过小将车补资金变相为福利补
贴，也不能因范围过大加重工作人员公务出
行负担。对于车改补站覆盖范围之外的公
务出行要健全完善相关出行保障制度。

公务出行应首选公共交通。对于到交
通不便地区出差或紧急公务出行可采用租
车或交通费包干的方式。

其中，对于租用社会车辆，要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形式租用车况优良、价格合理的车
辆。要严格租车期限，严禁超标准租用高档
豪华车辆，鼓励租用新能源汽车，严禁通过

租车费用转嫁单位或个人发生的其他费用，
严禁用租车办私事。报销时须提供租车合
同和发票等凭证。

包干费定期在单位内部公示
对于交通费包干标准，要在结合当地财

力基础上，适度从紧，动态调整。包干标准
制度要参考乘坐市场化定价的相应等级公
共交通工具票价金额确定。缺乏参考标准
的，可根据实际出行成本等因素合理核定包
干费用。要严格按照实际公务出行次数发
放包干费用，定期在单位内部公示，严禁定
期定额发放给个人。

河南出台新政完善公车改革财政配套制度
◆按距离远近包干交通费 ◆补贴标准按岗位核定 ◆向基层倾斜配备车辆

即日起全市开展
环境问题大排查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下午，全市环境问题大排查
动员大会召开，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省环
保督察整改推进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精神。会议明确，即日
起，全市紧急开展为期一周的环境问题大排查活动。副市
长黄卿出席会议。

本次大排查重点为八项内容，包括中央环保督查交办问
题整改情况、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组交办问题整改情况、“散
乱污”企业整治情况、黑加油站和加油车取缔情况、在线监控
超标企业查处整改情况等。排查通过各县（市）、区分组异地
交叉检查方式开展，着力发现各类突出环境问题，分析研究问
题根源，强力推进精准治污。

黄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大排查活动的重大
意义，迅速传达、立即行动。要突出工作重点，坚持问题导
向，细化工作举措，严格工作要求，切实抓好工作落实。要
紧盯排查重点，对全市各类污染问题进行再排查、再整治，
以最严格的标准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及问题整改，确保完成
省定各项目标任务。

新力电力电缆隧道
各项目正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昨日上午，副市长史占勇赶赴新力电
力电缆隧道工程工地察看施工进展，了解工程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并现场协调解决。

据介绍，新力电力电缆隧道工程全长 14.04公里，其中沿陇
海西路、西四环、南四环至徐庄变，全长 12.76公里，自陇海西路
西四环立交处分支向北至规划瀚海变，全长 1.28公里，电缆隧
道采用盾构、顶管、暗挖三种施工工艺，三次下穿郑西高铁，并穿
越须水河、孔河、贾鲁河，总投资约 5亿元。隧道建成后，4道
220千伏电缆将由隧道内穿过，为豫能热电有限公司（新力电力
有限公司异地迁建后名称)两组 660兆瓦的热电联产机组提供
电力输出。目前各项目正顺利推进。

史占勇表示，新力电力电缆隧道工程是我市重要的清洁工
程、惠民工程，各相关单位要站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高度充分
认识这一项目的重要意义，明确责任、加强协作、倒排工期，合理
安排施工作业面，保证按时、保质完成既定建设目标。

市领导看望省运会郑州健儿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为郑州增光添彩

本报周口专电（记者 陈凯）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大幕
已经拉开。昨日上午，郑州市代表团团长、副市长刘东一行，
来到周口市体育中心田径训练场，看望正在这里紧张备战的
郑州健儿，鼓励他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力争取得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郑州增光添彩。

在即将开赛的青少年竞技组田径、武术套路和网球
三个项目中，我市代表团共派出 336 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刘东勉励运动员，四年一届的省运会对于很多运动员来
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尤其是年轻运动员，将是他们参加
的第一个综合性运动会。希望大家认真准备，在赛场上
奋勇拼搏，充分展现我市运动员高超的运动水平和良好
的精神风貌。

12日下午，刘东还在郑州市代表团驻地与团队部分工作
人员及教练员座谈，对大家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
期望大家再接再厉做好竞赛及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郑州市代
表团在本届省运会上再创佳绩。

郑州“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即将迎接国家验收，各项工作
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经验与成
就？与先进城市相比还有哪些不
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采访
相关部门，并赶赴首批通过国家验
收的“公交都市”南京实地采访。

新建22条常规公交专用道

作为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示范
城市考核目标之一，公交专用道建
设一直是重中之重。“我市公交专用

道分为快速公交专用道和常规公交

专用道两种，快速公交专用道为全

时专用，常规公交专用道限时专

用。”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快速公交专用道全长 139 公里，

随着各条快速公交线路的开通运

营，已经全部投入使用，22条常规公

交专用道本月中旬将全部完工。

据介绍，去年 8月，我市 22条常

规公交专用道在中原西路、建设路、

科学大道、嵩山路—五龙口南路、文

化路、京广路、花园路—紫荆山路、东

风路—东风南路—经开第八大街、金

水路、三全路、大学路、经三路—城东
路—紫辰路、东西大街—郑汴路、航
海路、莲花街、桐柏路、天河路—江山
路—南阳路、紫荆山南路、未来路、黄
河路、商务外环、国基路等路段正式
开工建设，总长度达305.3公里。

“我市常规公交专用道将采用
先进的抓拍设备及后台管理平台设
施，能实现 360度全景抓拍，管理水
平将得到大幅提升。”市交通委相关
负责人说。

南京：侵占公交专用道将受罚

记者在南京采访时了解到，创
建“公交都市”5 年间，南京新建公
交专用道 222.5 公里，比 2012 年增

加 127.8 公 里 。 专 用 道 安 装 了 固
定抓拍系统，部分公交车安装移
动抓拍系统，为监管执法工作提
供了技术支撑。

据介绍，目前南京市公交专用
道总长已达 300 多公里，设置时间
为7点至9点和17点至 19点。以南
京 35路公交为例，没设公交专用道
时，行车时速只有 8至 9公里，设置
后，时速可提升至13至14公里。

“现在南京有 1000 多台公交
车接入自动抓拍系统，一旦发现社
会车辆抢占公交专用道，公交车驾
驶员可操控抓拍，再将证据上传到
交管系统。交管部门以此为依据，
进行处罚。”南京公交集团运保部

部长吴良明说。

我市新能源公交占比达93%

记者了解到，除了公交专用道，
去年我市还开工建设106个各类公交
枢纽场站，为公共交通运营效率的提
升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市地面
公交平均运营时速已从“公交都市”创
建初期的 12.8 公里提升到 15.58 公
里，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从创
建初期的43%提升到60.43%。

此外，创建 5年间，我市累计投
入资金 60多亿元购置了 4445台新
能源公交车，新能源公交车总数达
到 5993台，占全市运营公交车总数
的93%。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文/图

“公交都市”创建将迎“国考”
22条常规公交专用道本月中旬完工

22条常规公交专用道本月中旬将全部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