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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鹿土网挂告字〔2019〕8号

������经鹿邑县人民政府批准，鹿邑县国
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
下 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具体组织实施由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
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
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在鹿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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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鹿邑
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书面证明为准。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1）地块如
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

选人；（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鹿邑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lyggzyjy.org.cn/)（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申请人可于 2019年 6月
13 日 9时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 17 时前
访问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

载办事指南土地交易中的《土地竞买人
网上交易操作指南》， 并按上述文件规
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五、为保证网络环境下用户身份和
有关资料信息的真实性，竞买人需先到
我中心办理诚信库入库登记（详见《鹿
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建立诚信
库、实行网上注册网上报名的公告》）及
CA 数字证书后 （详见 《鹿邑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关于办理 CA 数字证书及
电子签章的公告》），方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参加挂牌出让活动。竞买人如有意愿

报名需提前办理 CA 数字证书和诚信
库手续，否则竞买人因在公告期内未办
理 CA 数字证书和诚信库手续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六、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
为：2019年 7 月 16日 17 时。经审核，申
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单位将在 2019 年 7 月 16 日
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竞买保证金
须以竞买人的名义缴纳并从竞买人账
户支付，否则不予确认竞买资格。

竞买保证金汇入账户和账号：1.账
户名称： 鹿邑县财政局国有土地收入专
户；账号：10031120110000000369000015；
开户行：中原银行鹿邑支行。 2.账户名称：
鹿邑县财政局国有土地收入财政专户；
账号：257220698694；开户行：中国银行
鹿邑支行。 3.账户名称：鹿邑县财政局国
有 土 地 收 入 专 户 ； 账 号 ：
100393446080010001；开户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邑县鸣鹿路
支行。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
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
资格，建议您在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的 1至 2天之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根据
竞买须知的相关要求完成保证金绑定。

七、挂牌时间及网址：挂牌报价时
间为 ：ly2019-07 至 ly2019-20 地块 ：
2019 年 7 月 8 日 9 时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ly2019-21至 ly2019-46地
块： 2019 年 7 月 8 日 9 时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10 分 。 ly2019 -47 至
ly2019-53 地块： 2019 年 7 月 8 日 9 时
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20 分 。
ly2019-54 至 ly2019-64 地块： 2019 年

7 月 8 日 9 时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30分。 LY2019-66 地 块：2019 年 7
月 8 日 9 时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40分。 挂牌网址：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http://www.lyggzyjy.org.cn/）。

八、出让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
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
出让文件可从公告附件查看和打印。

九、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
买申请一经提交， 即视为对出让公告、
其他相关文件、 宗地现状等无异议，并
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完全接受。（二）此次
交易不组织对网上出让地块的现场踏
勘， 竞买申请人可自行前往现场踏勘。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
（四）本次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届时将
以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变更公告
为准。 （五）本公告未尽事项详见《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和
其他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在公告附
件自行浏览或下载。

十、联系地址：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河南省鹿邑县紫气大道西段（紫气大
道与明道路交叉口新便民服务中心四楼）

十一、联系方式
鹿邑县国土资源局联系人：王业振
联系电话：0394-7186199
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

田晓芳 联系电话：0394-7100003
诚信库入库及数字证书联系人：冯

文超 孙志强 联系电话：0394-7100009
鹿邑县国土资源局

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6 月 14日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庆辉：

本院受理原告川汇区张山春粮油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602民初 6920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
你返还川汇区张山春粮油批发部货款 62075 元及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4704 元。 限
你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提起上诉，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联系电话:0394-8173050
2019年 6 月 14日

公 告
������鹿民雪（站内命名），女，41 岁，鹿邑县观堂派出所于 2018 年 2 月 20 日 20 时
38分送来鹿邑县救助站，经医院检查患有艾滋病，于 2019 年 6 月 6 日病情恶化送
往人民医院治疗，并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请亲属看到公告后于
2019年 7 月 12日前与鹿邑县救助站联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7982677
鹿邑县救助管理站

2019年 6 月 14日

公开道歉信
������杜晓明，曾用名杜朝阳，男，1978 年 7 月 29 日出生，住河南省太康县王集乡田
庄行政村杜庄。 2018年，我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有关法规，为牟取非法利益，2019年
3 月被商水县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我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两万元整。 我认罪认罚，真诚悔过，向社会各界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严
格守法，永不再犯。

道歉人：杜晓明
2019年 6 月 14日

陈若克：战士、母亲、英雄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萧海川）山

东孟良崮烈士陵园里， 有这样一座坟
墓：青黑色的墓碑正面，遒劲的字体镌
刻着“陈若克烈士之墓”；墓碑背后，是
一方小小的坟茔。 22 岁的陈若克与她
未曾满月的孩子， 已在沂蒙山长眠了
77 年。

陈若克，又名陈玉兰、陈雪明，祖籍
广东顺德，1919年出生在上海。 她的家
境并不宽裕———父亲是当地报馆的小

职员，母亲是婢女出身的家庭妇女。 陈
若克 8岁时，曾在小学就读过一年半的
时间。因在学校寡言少语，被老师、同学
喊做“小哑巴”。 随着父亲病故，陈若克
不得不辍学，随母亲进工厂做工。

15 岁的陈若克，白天在工厂做工，

晚上到工人夜校读书。 繁重的体力劳
动，让她年纪轻轻便患上胃病、贫血、头
痛、肺气肿等病痛。然而，正是这艰苦的
生活，锤炼了她的意志与品格，让她投
身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 面对工
厂主、资本家，陈若克直陈道理、毫无惧
色，让她在工人群体中小有名气。

1936 年 8 月， 陈若克加入中国共
产党。 随后，她辗转湖北、山西等地，并
于 1937 年进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
习。其间，她不断汲取先进思想的养分，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她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
委会委员，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议
员， 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
执行委员等职务。

在革命工作中，陈若克收获了志同
道合的爱人———随后担任中共中央山

东分局书记的朱瑞。 如今，在山东沂蒙
党性教育基地，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
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陈若克与丈夫
朱瑞席地而坐，一同笑对镜头。 陈若克
轻轻靠向朱瑞的右肩，嘴角眉梢里都洋
溢着暖暖的笑意。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每一份救
亡图存的力量都显得弥足珍贵。 陈若
克从事妇女工作时，发动妇女参加抗日
救国会、识字班和姐妹剧团，唤醒广大
妇女投身抗日事业。 她组织编写妇女

刊物，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对当时山东
妇女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941年深秋，日伪军大举进逼沂蒙
山区。 11月 7日，在突围作战中，怀有 8
个多月身孕的陈若克不幸被俘。 两天
后，她在狱中产下一名婴儿。 但这并未
引起敌寇丝毫的怜悯。陈若克饱受身体
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她的孩子更
被敌人当成要挟她的资本。日本人知道
陈若克身体虚弱、无力喂养孩子，于是
便把一瓶牛奶送进牢房，希望以此击垮
她的精神防线。陈若克没有屈服于敌人
的威逼利诱， 她毅然咬破自己的手指，
用鲜血哺育自己幼小的孩子。

恼羞成怒的日军最终举起了屠刀。
11 月 26 日，陈若克母子二人惨死在侵
略者的刺刀之下。

青藏铁路：精神之火照亮前进之路
新华社记者 李键 骆晓飞 白玛央措

六月的藏北草原，逐渐换上了绿衣
新装。

黄绿交织的大地上，两条钢轨平行
线穿行而过。在这片广袤而又略显苍凉
的土地上，青藏铁路，让人可以重温历
史，也能展望未来。

穿越戈壁、沙漠、盐湖、沼泽、雪山、草
地，由西宁到拉萨绵延 1956公里，其中格
尔木至拉萨段海拔 4000 米以上路段达
960公里， 常年冻土路段超过 500公里，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高原线路里程最
长、运行环境最为恶劣的高原冻土铁路。

这是一条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梦

想的铁路。 100 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有
修建高原铁路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以
来，是几代人用青春和汗水接力，打破
了“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
拉萨”的断言。

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 1958 年
开工建设，1984 年开通运营，前后历时
26 年， 其中长度仅 4.01 公里的老关角
隧道就修了 25 年。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这里
平均海拔 3600 多米， 空气含氧量只有
内地的 60%左右，极端最低气温近零下
四十摄氏度。 老关角隧道掘进过程中，
先后有 50多人在此牺牲。

海拔 4780 米的风火山山腰上，科
研人员王占吉长眠于此。生前他和同事

在这里的冻土观测站，研究如何破解高
原冻土。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
科技人员坚守在此，连续测取了上千万
个数据，为破解高原多年冻土这一世界
性难题奠定了基础。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于 2001
年开工建设，23 支施工大军在高寒缺
氧的环境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破解
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难题， 终于在 2006
年将梦想之路铺上了雪域高原。

“到了昆仑山，如到鬼门关；到了西
大滩，两眼泪不干；到了五道渠，哭爹又
喊娘；到了唐古拉，死神把手抓。 ”面对
当地谚语如此形容的恶劣环境，青藏铁
路格拉段建设之初， 十几万人请缨上
阵， 许多同志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战，
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子承父志做
贡献、夫妻双双上青藏的画面。

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
挡在修路工人前面的是三大世界性高原

铁路难题，一个个被他们攻克。
今天， 海拔 4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

上，这条钢铁天路已经安全运行十多年，
每天呼啸而过的列车， 用越来越快的速
度刷新着高原铁路运行的世界纪录。

“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 就会感觉
到很踏实。 ”在曾任老关角隧道工区长
的张生林眼里， 铁路就是他的生命，也
是牺牲了的战友的生命。 在他看来，刺

破长空的汽笛声既是安全的信号，也是
向牺牲的战友致敬。

参加过老关角隧道建设、守护了老
关角隧道几十年的张生林，主动申请延
迟退休， 直到看着新关角隧道建成通
车，他才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张生林， 每年清明时节，
都会来到关角隧道祭奠因修建老关角

隧道而长眠于此的战友。向英雄们念叨
新关角隧道、讲讲铁路新发展，也会把
英雄们的事迹说给后人。

伟大的实践是伟大精神的“磨刀石”！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这种勇往直前

的大无畏精神，在青藏铁路沿线传承。
21 岁的孙浩是新关角隧道最年轻

的护路工，去年大学毕业来到这里。 每
天铁路有 4 个小时的“天窗”，期间没有
火车经过，他会跟着师父，和十几位工
友去检测维修铁路。

5 月的高原， 时不时还会下雪，大
风裹着雪花， 即便工装里面套着羽绒
服，还是感觉很冷。作业时间到了，他和
队友们一来到作业点，提着道尺测量轨
距、 脸贴在冰凉的铁轨上观测轨道、用
铁镐平整轨道下的道砟……尽管只做
了不到一年的线路工，但孙浩几乎已经
掌握了这一工种的各种技能。

“前辈们在修路时流血又流汗，听
老人说他们还常常挖野菜、捉草鼠填饱

肚子。 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应该坚
持下来，前人修路，我们维护，这就是我
们的责任。 ”孙浩说。

与孙浩同年来到青藏铁路的旦增

欧珠，被分到了格尔木工务段达布逊工
区。 这里海拔虽比关角隧道低，然而气
候环境更加恶劣， 四季盐碱风肆虐，方
圆数十公里寸草不生，饮用水都需要从
西宁运过来。

“最希望下雨， 这样空气中就会少
很多盐碱。 但我们又害怕雨天，因为一
下雨工作就会特别忙碌。 ”24 岁的旦增
欧珠说。

原来，下雨会造成路基下的盐碱层
融化，进而导致铁轨高低不平；晴天时，
大风刮起的盐碱则腐蚀铁轨、 电线设
备。 维护相同长度的线路设备，这里工
人们的工作量是其他工区的好几倍。

环境的苦度决定了精神的硬度！一
代又一代的达布逊工区， 创造了 35 年
的安全运行佳绩，走出了刘永珠、马继
山、任永起等劳动模范，形成了“吃苦、
创业、团结、奉献”的老青藏线精神。

“工区有一个老青藏铁路精神展览
馆， 闲下来到那里读读前辈们的故事，
看看他们当时的工作影像，就会觉得我
们现在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旦增欧珠
说，在青藏铁路工作，就是要甘于奉献。

（新华社拉萨 6 月 13 日电）

河南将招聘 1.58万名特岗教师
新华社郑州 6 月 13 日电 （记者 李

丽静）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河南已
经启动今年的 1.58 万名特岗教师招聘
工作，其中中央计划 9800 名，河南省地
方计划 6000名。年人均补助标准从 3.16
万元提高到 3.52万元。

今年河南省中央“特岗计划”实施范
围为河南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 除上述实施范围外，
申报实施“特岗计划”的县（市）纳入河南
省地方“特岗计划”。

河南省教育厅将会同省财政厅、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编办，综合考
虑各地教师队伍实际情况、以往“特岗计

划”实施绩效和今年申报计划数等因素，
共同审核下达各设岗县 （市）2019 年度
特岗教师招聘计划。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严格按照教师岗

位设置要求招聘教师， 不得将特岗教师
安排在非乡镇及以下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或非教师岗位。从严执行招聘条件规
定，不得自行放宽尺度、降低标准。 落实
好各项待遇，确保特岗教师在工资、职称
评聘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对

待。加强特岗教师培训，尤其是针对非师
范专业毕业生， 做好入职前师德教育与
教学培训。

招聘工作于 8月底完成， 确保新录
用特岗教师秋季开学时按时到岗。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齐中熙
王亦玮） 经智能机器人检测合格的第
15000 块高铁 CRTSⅢ型轨道板 13 日
在京沈高铁京冀段制板厂下线，这标志
着我国高铁轨道板自动检测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这一技术由中铁二十二局

集团、西南交通大学、高速铁路安全运
营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等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攻关，
历经两年多，最终成功研发出集成智能
机器人和三维成像仪的高速铁路

CRTSⅢ型轨道板自动化检测系统。 检
测过程与轨道板生产流程一致，无需人
工干预，每块轨道板检测时间缩短至 6

分钟，检测精度达正负 0.15 毫米，完全
满足高铁建设规范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表示， 该技
术提高了我国高速铁路轨道板智能化检

测水平， 推动了中国高铁零部件检测向
“智能检测”和“智能测量”方向的高端进
化，为我国高铁技术增添了新优势。

据这一技术课题组组长、中铁二十
二局集团二公司京沈客专京冀段项目

经理秦飞介绍，CRTSⅢ型轨道板是我
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铁轨道产品。该轨道板采用的扣件对
精度要求非常高， 允许偏差为正负 0.5
毫米。 此前，检测一块轨道板的时间 40
分钟以上。

壮丽 7700年 奋斗新时代

北京世园

会举办 “福建
日”活动

6 月 1 3
日 ，演员在 “福
建日”活动中表
演节目。

当日 ，2019
年中国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

“福建日” 活动
在北京世园会

园区举行。
新华社发

我国高铁轨道板自动检测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稳步增长

比亚迪西安基地总装车间内即将下线的新能源汽车（6月 12日摄）。
6 月 12 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据显示，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完成

11.21 万辆和 10.44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16.91%和 1.8%，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稳
步增长。 新华社发

新华社海口 6 月 13 日电（记者 刘
博）记者 12日从海南省住建厅获悉，该
厅已牵头编制完成全省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计划 2020 年全面
铺开， 力争 2021 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到 35%以上。

海南省住建厅城乡环境卫生管理

处负责人介绍，海南省生活垃圾处理主
要采用“卫生填埋+焚烧处理”的模式。
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 21 座，其中填埋场 16 座、焚烧发电
厂 5 座。 全省还建成生活垃圾转运站
253 座、垃圾收集点 1.25 万个。同时，全
省已建立起完善的覆盖城乡的 “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的垃圾
处理一体化体系，全省 95%以上的村庄
配备了垃圾收运设施， 村级保洁员约
1.9 万人， 农村清扫保洁覆盖率 95%以
上。 2018年，海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顺利通过国家考核验收。

海南省计划明年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麦收时节秸秆回收忙

6 月 11 日，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卢吴村，村民将打捆的小麦秸秆装
车运出。

麦收时节，各地农民忙着将秸秆打捆回收。 回收的秸秆可用于农业种植养殖、
生物质发电等领域，有效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还给农民带来额外收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