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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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土地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
人可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到新密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在此期限
内向我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12 时。

经审查，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中心将在
2021 年 12 月 29 日 17 时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五、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地点为我中心地产交易大厅，2021-44
号、45 号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0 日 9 时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4 时。

六、注意事项：
1. 该两宗地块以土地现状形式

出让。
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

3.保证金需汇入指定账户：
开户单位：新密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新密市广场支行
银行账号：941005010071696666

����七、联系方式
1.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密市西大街西段北侧
联系电话：0371-69850625
联系人：于女士
2.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 新密市溱水路与诚信路

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60811���
联 系 人：冯先生

新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新密交易告字〔2021〕011 号

经新密市人民政府批准，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2021-44
号等两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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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 11 月 30 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景
静 通讯员 刘武军）11月 26日晚，
在大学路与南四环一处工地周边，
二七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的执法人员
对一辆车身不洁的渣土运输车辆进
行依法登记保存。

为切实改善秋冬季空气质量，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二七区城市
综合执法局持续加大对施工扬尘、
渣土清运、餐饮油烟等违法行为的
执法检查力度，压紧压实相关单位
的主体责任，统筹做好项目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连日来，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内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在开展法律
法规宣传告知的同时，对各企业
的停车场设施建设、日常管理制
度、行车安全教育、车容车貌等方
面进行专项例行检查。在检查
中，执法人员对部分企业存在的
车身不洁、密闭不严、顶灯不亮、

顶棚破损等问题，现场组织进行
维修整改。在近期的执法巡查过
程中，凡发现未经核准从事建筑
垃圾清运的车辆要追根溯源，查
清产生建筑垃圾的源头工地，及
时对源头工地进行立案调查，并
抄告至同级控尘部门对项目的
建设方、施工方实施联合惩戒。

在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安装
方面，二七区已实现对全辖区 410
家大型、部分中型以及集聚区内的
餐饮场所进行在线监控全覆盖，现
已打造建成红禧堂酒店、华豫川酒
店、海为酒店等多家餐饮企业的油
烟防治示范点。

截至目前，二七区城市综合执
法局共出动执法人员9600余人次，
执法车辆 1650余台次，现场检查、
规范教育渣土运输车辆9700余辆，
依法立案登记 401件，行政处罚金
额290.58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冉
红政 通讯员 薛文慧）“万人助万
企”活动开展以来，管城区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深入辖区部分
企业开展调研和实地走访，对企
业发展状况和遇到的问题提出合
理化建议及对策。

针对大数据企业普遍存在的

引才难度大等问题，管城区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积极进行人才
政策宣讲，协助开展大学生实践基
地的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3
场活动。目前，7家实力强、经验丰
富、创新开发能力强和产业带动效
果明显的管城本地企业获得“郑州
市大数据企业”称号。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薛
璐 通讯员 魏少鹏）11月 27日，郑
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二级
巡视员赵新民带领三级调研员李
旭一行，到新密市袁庄乡拐沟村检
查指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
国家后评估考核准备情况。

当日，赵新民一行来到村民郭
国卫家中，详细了解询问郭国卫家
庭收入情况、享受帮扶政策等。在
85岁的杨宽赵家中，赵新民一行查
看了房屋“7·20”雨灾损失修复情
况，询问老人衣食住行及身体健康
情况，了解“五类人群”对财政帮扶
工作的满意度。随后，赵新民一行
实地查看拐沟村道路建设和村民
房屋损毁修复情况，与拐沟村“两
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员等交谈，围
绕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立项服务、用
足用好财政资金等方面，深入交流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灾后重建工作
情况。

赵新民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
会会议精神，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与灾后
重建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协调、落
细措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新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张宏杰表示，新密市将严格落实
落细上级政策，逐条逐项梳理分
析，全面加强查漏补缺，推动责任
落实、政策落实，全力做好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和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

新密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超峰表示，在财政收支矛盾异常
突出的形势下，将持续健全投入机
制，着力保障重点项目，为灾后重建
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稳
定、规范、可持续的财力保障。

二七区多项措施保卫“郑州蓝”
检查、规范教育渣土运输车9700余辆

查看灾后重建情况
用足用好财政资金
郑州市财政局到新密市拐沟村检查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
建龙 文/图）近日，第二批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发布，认定
100个乡（镇）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乡镇，994个村（嘎查）为第
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其中，
登封市少林街道雷家沟村上榜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少林街道雷家沟村地处嵩山腹
地，位于少林景区旁。近年来，雷家
沟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党建领航 六
村联创”为抓手，通过不断挖掘本村
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特色，开发
创新了绘画写生、休闲农场、婚纱摄
影基地、乡村休闲旅游等项目，并成
为远近闻名的“艺术部落”。

乡村要振兴，发展产业和集体
经济是关键。目前，雷家沟村已建
成民宿12家，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
次，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70万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万元。

登封少林街道雷家沟村登封少林街道雷家沟村
上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上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管城区7家企业获评“郑州市大数据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