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寒潮袭击我国各地，保暖尤为
重要。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些保暖小贴士。

穿衣保暖分三层。很多人认为天冷
就多穿点，可是裹得厚厚的既笨重也不
一定暖和。穿衣有个口诀：内贴中松外
收口。内衣最好柔软贴身，有助于增加
保温性。中层的衣服吸湿性要强，不要
过紧，保持干燥。外套一定要防风，最
好在领口、袖口、腰部、脚踝处有收口
的设计，可以防止冷空气趁虚而入。

两条薄被比厚被强。天冷盖厚被，
其实还不如盖两条薄被更保暖。因为被
子的保暖性取决于里面空气含量多少。
若睡觉时盖两条薄被，就相当于在两条

被子中间制造了一个“空气层”，增加
了被子的保暖效果。

手脚冰凉要藏阳气。手脚冰凉多与
身体受凉有关，人们应尽量早睡晚起，
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有利于阳气潜藏。
容易手脚冰凉的人可以多吃一些含热量
较高的食品，如牛羊肉、辣椒、葱等。
平时用莲子、龙眼肉、山药等熬粥喝也
是不错的保暖方法。

寒潮来袭 保暖有讲究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漯河市农业局委托，
就漯河市农业局全省农技推广区域站物联网平
台漯河示范区建设项目重新进行公开招标，欢迎
符合本项目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漯河市农业局全省农技推广
区域站物联网平台漯河示范区建设项目。

二、采购预算：A 包 采 购 预 算 ：人 民 币
12228000元整，B包采购预算：人民币1602000元
整。各包段供应商投标报价超过所投包段采购
预算的，其投标无效。

三、采购需求:A 包：漯河市农业局农田“四
情”监测及区域站物联网平台建设软硬件设备，
B包：漯河市农业局市级总控平台建设软硬件设

备（详细采购需求见招标文件）。
四、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1.必须具备《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投标人必须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
相应的经营范围的供应商。开标时须提供有效营
业执照或其他组织（登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3.
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提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委托
代理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提交法人（负责人）委
托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4.
本项目谢绝联合投标，投标人应为独立投标人。

五、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信息：1.凡有意参
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www.lhjs.cn）完成企业注册和CA 数

字证书认证办理。于2018年12月6日8时至12
月13日18时，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
下载招标文件，方可参加投标。凡未按本公告规
定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无效。2.企业注册和
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请参考漯河市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下载中心的相关说明。3.技术服务电
话：李耀辉 15639180566 徐凯利 18003713782
侯泽15215725182。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
审，通过报名不视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审查工
作在开标时进行。

六、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12月
27日上午9:00。投标截止时间后网上递交和现
场送达的投标文件均将被拒收。开标地点（投标
文件接收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河
市郾城区嫩江路工商联大厦九楼）。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1.网上递交：投标人应
当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
统，将已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并确定已加密
投标文件保存上传成功。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
按规定加密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拒收。2.现场
递交：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纸质投
标文件（正本一本、副本一本）、未加密电子投标
文件和已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备份以光盘或U
盘的形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
后，递交到开标现场。3.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
交易项目。评标时，评标委员会以电子投标文件
为评标依据，采用电子化评标。全流程电子化交
易如因系统异常情况无法完成时，评标委员会将
以纸质投标文件为评标依据人工方式进行。4.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7日上午
9:00。5.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漯河市嵩山路东支路与嫩江路交叉口西
北角工商联大厦九楼）。

八、采购人及集采机构信息：
采购人：漯河市农业局
采购人地址：漯河市黄河路870号
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李先生

0395-3166879
集中采购机构：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采购机构地址：漯河市黄山路25号
采购机构联系人：胡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86516
九、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漯河市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漯河市公共
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十、监督电话：
漯河市财政局 0395-3150223
十一、其他：本项目采购中心不收取标书费

及其他任何服务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8年12月5日

重新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漯采公开采购-2018-179号

我局于2018年11月1日始发布公告，网上挂牌出让下列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成交结果公告如下。
宗地编号 位置 面积 用途 出让年限 成交价 竞得人

（m2） （年） （万元）
2018-80 郾城区辛夷路南 31456.44 工业用地 50年 1072.67 漯河市恒达食品

侧、白云山路东侧 （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漯河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6日

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结果公告

根据房屋产权
人刘桂梅的申请，登

记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名下的土地分割转
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
公司2号家属楼北楼40，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划拨，面积：
31.14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请，
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根据房屋产权
人戚林的申请，登记

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名下的土地分割转让
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
司2号家属楼北楼30，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划拨，面积：
30.23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请，
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12月26日10时至12月27日10时，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车牌号为豫L-XJ601号
沃尔沃牌车辆。有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taobao.com，搜索
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6日

公 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905期

土地使用者：河南东兴电子产业城发展有限公司，土地证
号：漯国用（2015）004608，坐落：漯河市召陵区黄河路与高速交
叉口东 300 米，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面积：
110458.65平方米，因土地证丢失，声明作废。有异议者请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漯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逾期我中心将依据申请人申请，补发新证。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该房屋因房产
证丢失，我局已初步

审查，现予以公告（详见附表）。有异议者请持书面材料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到临颍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
窗口办理审查手续，并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提出异议
的，我局将注销原房产证，颁发新不动产权证书。
姓 名 面积（m2） 坐落 原房产证号
杜丛伟 140 临颍县实验中学家属楼南楼5单元四楼东户 3151202030

临颍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漯河元方酿造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郭平安、郭元杰、郭元伟组成，请债
权人于2018年12月6日（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783094487
漯河元方酿造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公 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904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的申请，下列房屋权属证书遗失，现声明
挂失。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
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中心将根据申请人申请，注销原证，补发
不动产权证。

权利人 房屋坐落 证号 面积（m2）
孟九玲 淮河路 20110016007 59.35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公 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906期

土地使用者：王小红，土地证号：2003004692，坐落：大学
路，用途：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面积：55.31平方
米，因土地证丢失，声明作废。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逾期
我中心将依据申请人申请，补发新证。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公 告
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899期

土地使用者：漯河市金山橡胶厂，土地
证号：19980776，坐落：松江路，用途：工业用
地，使用权类型：划拨，面积：8132.70 平方
米，因土地证丢失，声明作废。有异议者请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
料送达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逾期我中心
将依据申请人申请，补发新证。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900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李桂花的申请，登记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名下
的土地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落：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2号家
属楼北楼 40，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划
拨，面积：30.23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
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
请，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
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6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901期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902期

公告临不动产公（2018）第0039号

遗失声明
●许林娜教师任职资格证书（证
号：D12905113090300004）丢失，
声明作废。
●漯河市源汇区李军伟体育用品
店丢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4100174320，发票号码：
13667397），声明作废。
●刘艳平丢失由漯河市经济适用
住房管理中心出具的收据（号码

分 别 为 ：0926573、0926570、
3504412），声明作废。
●漯河莫甘娜控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及赵智龙私人印鉴丢失，声明
作废。
●陕西秦昱安全设施有限责任公
司漯河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111002200890）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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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 12 月 5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学功带
领市人大常委会督办组，就 《市人
大常委会对市水利局工作的评议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大农村人居环
境 整 治 工 作 力 度 的 建 议》 进 行 督
办。

在市南水北调工程三水厂，了解
到我市南水北调 8 个受水水厂全部通
水，南水北调水已经成为我市的主要

饮用水源时，周学功表示肯定。周学
功还到郾城区新店镇薛庄村水厂、裴
城镇小徐村水厂察看。

周学功一行还察看了新店镇薛庄
村、裴城镇小徐村、裴城镇东芮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对取得的成效
给予肯定。他指出，要以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抓
手，努力打造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
美丽村庄。

市人大常委会
督办评议意见和重点建议

本报讯 （记者 张晨阳） 12 月 5
日，我市召开“创文”工作推进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新鹤出席会
议并讲话。

在听取各“创文”督导小组工作
汇报后，周新鹤现场办公，研究解决
各督导小组在“创文”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

周新鹤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围
绕“创文”工作持续发力，突出创建
重点，严格依据评测标准，发现问题
并及时改正。要坚持创建为民，加强
宣传，营造氛围，进一步提高老百姓
的知晓率、满意度。各部门之间要加
强协调，形成创建合力，确保各项创
建工作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有大的提升。

我市召开“创文”工作推进会
周新鹤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实习生 赵
昱淇） 12 月 5 日，市人大法制委员
会、市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宪
法学习贯彻实施座谈会。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杜广全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
要论述。参会的市人大代表、法学

专家教授和律师代表分别交流学习
体会。

杜广全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
化，在全市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的浓厚氛围。要进一步
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更好地服务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

本报讯 （记者 孙永辉） 12 月 5
日，副市长余伟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调研现代物流业发展情况。

余伟一行先后到漯河传化公路港
物流有限公司、东兴电商产业园、豫
南申通分拨中心、圆通 （漯河） 智慧
物流产业园，察看部分物流项目推
进、建设情况，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

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余伟要求，已签约的项目要加快

建设进度，争取早开工、早见效。各
县区和各功能区要为企业提供高效、
优质的服务，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建设
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物
流企业要借助漯河的区位优势，抢抓机
遇，推动生产经营不断跃上新台阶。

市领导调研现代物流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 （记者 谢晓龙） 12 月 5
日，市副总河长、副市长吕娜带队督
导河道非法采砂整治工作。

当天上午，吕娜带队沿沙河河
堤，先后到张王于村、刘湾村、把势
刘村、韩寨村沙河段和河北街村河堤
路口等处，察看河道、滩涂地及河堤
周边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当即提出整

改要求，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全面清理
残存沙堆，限期拆解废弃采砂船，彻
底消除非法采砂隐患。对在巡河过程
中发现的违章建筑、滩涂垦坡种植、
秸秆和垃圾堆放等问题，吕娜指出，
要落实责任、抓紧整改；要深入排
查、跟踪督办，维护河势稳定和良好
水势秩序。

加强跟踪督办 严查非法采砂

（上接1版）
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围绕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持续推进农业综合开发，16 万亩
现代农业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现代农业产
业化集群培育、生态畜牧养殖和生态
农业发展工程成效显著，粮食总产持
续稳定在 60 万吨以上，成功创建国家
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品牌建设，调
好调顺调优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
化转型升级，农业在改革征程中焕发
蓬勃生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 1024
家，家庭农场334家，荣获“全国畜牧
业绿色发展示范县”称号。

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新活力

深入实施改革推动、创新驱动战
略，致力破解人才、土地、资金三大瓶
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杀
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胆略和敢于啃硬骨
头、涉险滩的勇气担当，蹄疾步稳深化
改革，商事制度、放管服、监察体制等
重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一网通办”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一号对
外”商事制度改革全省领先。仅去年，
全县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863 家、注册
资本15.8亿元，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
蓬勃发展。

坚持把创新引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不竭动力，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
家，市级以上研发中心企业5家，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达 48%以上。创优人才发展环
境，开展校地合作，柔性引进各类专家
博士高端人才87名。

着力破解资金瓶颈，组建成立净资
产达 34 亿元的舞阳投资集团公司，累

计融资 10.92 亿元。探索设立扶贫产
业、医药化工、城市建设三个投资基
金，推行 10 亿元企业债券发行，争取
中央预算内资金69.2亿元。

为民服务中心、澧河水环境综合
治理、水务基础设施综合建设等 ppp
项目开工建设。全面启动土地收储体
制机制改革，用足用活占补平衡增减
挂钩土地政策，争取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资金 1.93 亿元，探索推进“三块
地”改革，整理各类用地指标 5376.2
亩，预计收益可达 2.2 亿元，为城市
建设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基础。

（上接1版）
在全面普查、宣传引导的基础上，

我市选准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力攻
坚，强势突破。

为了尽量不影响市民出行，10 月
11日22点30分，市城管局率先拆除了
隶属于局二级机构市政管理处管理的泰
山路沙河桥上的户外广告，恢复桥本来
面貌。省、市媒体跟进报道，《我市打
响市区户外广告整治的第一枪》《拆除
户外违法广告，漯河市“彩虹桥”桥名
十余年后再现身》等大剂量的宣传报道
为户外广告整治摇旗呐喊。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各区集中
力量有序拆除户外违法广告；市直有关
部门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带头拆除的要
求，与辖区政府密切配合，对沙澧河风
景名胜区、人民会堂、市体育场等重点
部位的户外广告进行全面拆除。

在城市出入市口、商业街区、道路
桥涵、桥体两侧、黄河广场、火车站周
边等多处户外广告拆除的重点区域，吊
车在紧张有序地工作，到处可见热火朝
天的施工场面……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新鹤，市

委常委、漯河军分区政委张宏进，副市
长徐汇川等领导同志深入拆迁一线，了
解工作进度，帮助解决问题，慰问工作
人员，为大家加油鼓劲。

市“创文”办加强户外广告整治的
顶层设计，帮助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每
天对各区、市直重点单位户外广告整治
推进情况排序通报，对推进不力的单位
下发专项督办通知，督促各级、各部门
压实责任、加快进度。

市城管局成立3个督导组，坚持日
督查、日报告、日通报，对各区、各部
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对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对好的经验和
做法及时总结推广。

公开透明重实效

在户外广告拆除活动中，我市制定
“90%以上自拆、100%安全作业”的目
标。在拆除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做到
拆除程序合法合规合理，拆除过程公开
公正透明，一把尺子量到底，一碗水端
平，让被拆除的广告商心服口服，也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推动户外广告整

治扎实推进。
按照《关于开展户外广告整治工作

的通告》《市区户外广告合法认定通
告》精神，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做好广告
商的工作，敦促其及时按照法定程序提
交审核资料，无合法手续的必须在规定
时限内全部拆除。

随着整治工作的全面铺开，部分原
来有抵触情绪的广告商看到其他的违法
广告纷纷被拆除，对整治工作给予了理
解和配合，目前已经全部实现了自拆。

“拆除困难比预计的少，拆除进度比预
计的快。”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炜深有感触地说。

在拆除过程中，我市始终做到“五
个必须”：必须配备 3～5 名专业安全
员，必须留出足够的安全区域，必须设
置醒目的警示标志、禁区围栏，必须严
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作业，必须拆除干
净、避免产生新的安全隐患，确保完成

“100%安全作业”的目标。

城市露出天际线

城市因创建更精彩，创建让城市更

美丽。户外广告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各
区、市直有关单位通力合作，强力攻
坚，成效明显。市委书记蒿慧杰、市长
刘尚进等领导同志给予充分肯定，老百
姓也普遍赞誉。

在拆除黄河广场北侧楼顶大型户外
广告时，警戒线外围观的群众看到吊下
32 层广告喷绘布和金属骨架，在惊叹
的同时说：这么大这么重的牌子，大风
吹下来怎么办！

京港澳高速漯河南站口附近一大型
停车场院内有一立柱式广告，常年无人
维护，经常掉落小物件，拆除过程中几
乎散架，拆除后发现该广告铁架严重锈
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群众看到拆
下来的广告后，连声称赞拆得好。

源汇区机关干部韩中玉外出学习
培训一周，正是市区户外广告整治的
高峰。培训回来他发现，公共空间环
境净化了，城市露出了天际线，感觉
城市更大气、更有魅力了。市民张建
辉说：“市里这次组织拆除违法广告
牌，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环
境，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好
事。”

城市亮出天际线 素颜漯河更秀丽

真抓实干谋发展 砥砺奋进新时代

（上接1版） 将村事、村账、村务工作
置于阳光下，让群众监督。比如村财务
公开方面，在坚持课件公开、公开栏公
开的基础上，一些村建起了“庄户人家
微信群”“村事微信群”，定期公开资
金、资产使用情况，不但在家、在外的
村民都能看得到，还能通过回复的形式
发表意见和建议。指尖上的互动，让村
民的主人翁意识、责任感明显增强。

不仅如此，一些村还推出了参加一
次义务劳动加 10 分、邻里之间闹矛盾
扣 10 分等类似内容的“村民千分制”
评价机制，积分高的可获得家庭日常用
品和外出参观等奖励，激励村民参与清
洁劳动、义务巡逻、志愿服务等，过去

的“干部在干，群众在看”变成了“干
群一起干”。

群众路线是个宝，推动工作离不
了。谈起下一步“群众+”工作法的全
面提升，新城办党工委书记、主任孙
耀平说，要始终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健全村党员先锋队、矛
盾调解队、乡风文明宣传队、志愿者
服务队、治安巡逻队 5 支队伍，发挥
民代会、妇代会、自主改造委员会、
爱心基金会、乡贤理事会的作用，完
善党员联系户、村民量化积分评价等
制度，推动以“552”为主要内容的

“群众+”工作法深深扎根、开花结
果。

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