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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范围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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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申请

人应当单独申请。

（二）凡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

地手续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

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

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

利用土地、擅自改变保障性安居工

程用地用途搞商品房开发、拖欠土

地出让金等情形之一的企业或个

人，在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处理完毕

之前，该企业（包括其控股股东及

其控股股东新设企业）或个人不得

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三、报名时间、方式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2017年2月17
日至2017年3月20日。
（二）报名方式：竞买申请人应

在报名时间内持CA证书登录河南
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hngtjy.cn）报名参加，CA证书
办理方式请查看网站导航菜单栏

中的“使用帮助”。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

及其他出让文件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查看、下载和打印。

（四）竞买申请人需将竞买保

证金足额汇入系统生成的指定账

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7年3月20日1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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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在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的一至两天之前

缴纳竞买保证金。

四、挂牌时间、方式及竞价办

法

（一）挂牌时间：

高新区G2016-52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0:00；

高新区G2016-53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0:30；

高新区G2016-54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1:00；

高新区G2016-55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1:30；

高新区G2016-56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6:00；

高新区G2016-57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6:30；

高新区G2016-58号宗地：2017
年3月9日9:00至2017年3月22日
17:00。
（二）挂牌方式：竞买申请人在

取得竞买资格后持CA证书登录河
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hngtjy.cn）进行网上报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设有底价，采用增

价方式，在挂牌截止时间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五、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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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

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

时足额缴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

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

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

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

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

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

应责任。

六、风险提示

竞买申请人、CA证书主体、竞
买保证金汇款账户三者需完全一

致，否则系统将不予确认竞买资

格。

竞买人应谨慎报价，报价一经

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

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

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

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Win10；浏览器请使用 IE8.0
以上，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

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

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
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

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

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

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

价。

七、其他事项

高新区 G2016-53、54、55、56、
57、58号宗地为城中村改造项目，
已纳入南阳市中心城区房地产市

场秩序专项整治范围，竞买申请人

应当符合宛政〔2014〕39号等我市
城中村改造、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

整治有关政策、文件规定。累累累5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朝阳、申旭

联系地址：信臣路南侧南阳高

新区管委会创业大厦七楼708房间
联系电话：0377-62378910
查询网站：http://www.landchi�

na.com http://www.hngtjy.cn
微信公众号：nygx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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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

高新区
G2016-52
高新区

G2016-53

高新区
G2016-54

高新区
G2016-55
高新区

G2016-56
高新区

G2016-57
高新区

G2016-58

位置

张衡路北侧、热
电厂以东

信臣路南侧、仲
景路西侧

张衡路南侧、明
山路东侧

面积

17206.4平方米（25.81
亩）

6461.5平方米（9.69亩）

2077.3平方米（3.12亩）

4135.2平方米（6.203
亩）

12757平方米（19.135
亩）

15433.6平方米（23.15
亩）

3958.7平方米（5.938
亩）

用途

工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72%）、批发
零售用地

（20%）、商务
金融用地
（8%）

城镇住宅用地
（80%）、批发
零售用地
（20%）

出让年限

5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批发零
售用地40年、
商务金融用地

4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批发零
售用地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小于1.2

3≤R≤5

3≤R≤5

建筑密度

不小于60%

不大于35%

不大于35%

绿地率

不大于
20%

不小于
30%

不小于
30%

起始价（万
元）

780

2220

720

1420

5070

6130

158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80

444

144

284

1014

1226

316

南阳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宛国土资开网告字〔2017〕02号
经南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阳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高新区G2016-52号等7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南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南

阳市财政局委托，现对南阳市

2017年~2018年度党政机关会
议定点场所服务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宾馆、饭

店参加投标。咨询电话：0377-
61176178，发售招标文件地址：
南阳市范蠡东路与南都路交叉

口南阳市民服务中心中区3号
楼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
楼 516室 ，电 话 ：0377-
61176169。详情登录南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
www.nyggzyjy.cn查看。

南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7年2月16日

政府采购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社

交媒体之于现代政治，在刚刚过去

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推

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摇身一变，以

“官媒”形象把过去的主流媒体挤

到了一旁。而在现代军事领域，社

交媒体更是被用作隐身的“攻心利

器”，并已在几场现实战役中初展

拳脚。

有美国战略分析师评价，社交

媒体被“武器化”趋势明显，不仅成

为挫敌士气的“新武器”，而且正在

塑造新的军事战略战术。

近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中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在伊拉

克、叙利亚的控制区不断缩水。而

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一场

针对“伊斯兰国”的“歼灭战”也

取得进展。

与传统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

国”更擅用社交媒体，如招募成员、

募集资金、宣扬思想等。复旦大学

美国问题和网络政治研究学者汪晓

风认为，“伊斯兰国”通过社交媒体，

美化恐怖分子和渲染恐怖行为，吸

引西方青年人加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问题学者李峥说，社交媒体是美国网

络反恐中最前沿也是最关键的领

域。2014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在脸

书、推特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展

了数轮“清理整顿活动”，仅在2014年
9月至12月间，推特关闭的“伊斯兰
国”相关账号就超过1000个。

此外，美国还采取主动的网络

攻击方式使恐怖组织创办的社交平

台瘫痪或被屏蔽。美国防部官员透

露，美国网络战部队对恐怖组织发

起攻势，攻击了数百个恐怖组织的

网站和社交平台。

眼下，社交媒体不仅在反恐领

域发挥作用，而且正在被利用成伐

谋攻心的利器。

美国军方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

始研究如何在战争中运用社交媒体

的力量。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

究所研究主任史蒂文·梅茨2015年
撰文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敌人将

“利用社交媒体来削弱美国的决心

并迷惑美国的决策者”。

汪晓风说，美国国防部非常重

视利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开展军

事外交、驳斥谣言和对敌宣传，在国

防部系统内开设了300多个社交媒
体账号，数量几乎和美国国务院相

当，足见重视程度。

社交媒体“武器化”变身“攻心杀器”

新年新开局。进入2月，春回日
暖，中国经济2017年首月主要指标陆
续公布：PMI连续6个月站上荣枯线、
外贸数据回稳反弹、CPI和PPI同比
涨幅双双扩大、新经济蓬勃发展……

首月核心数据透露出，中国经

济不仅缓中趋稳，更在稳中向好，在

新春展现新意。

数据预示经济平稳开局

农历大年初五，2017年首月重
要先行指标率先出炉：1月份，中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PMI）为
51.3％，连续6个月站上50％的荣枯
线，延续平稳扩张态势。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这

表明工业企业对未来市场前景预期

比较稳定，对春节后的生产经营准

备比较充分，2017年经济运行有望
平稳开局。

春节过后陆续发布的核心数

据，印证了这一判断。

19.6％——1月份进出口以超出
市场预期的增速迎来“开门红”。中

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

刘英奎评价说，1月份外贸成绩令人
振奋。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我国进出

口出现双双正增长的可喜局面，1月
份外贸回稳向好势头仍在延续。

2.5％——1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比上
月扩大 0.4个百分点。综合来看，
CPI延续了去年以来温和上涨的态
势，维持在2％的平台，也显示需
求保持稳健回升。

6.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4个百分点。自去年9月份由负转
正以来，PPI同比涨幅逐月扩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学智说，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反映

经济运行回暖，由于翘尾因素仍将

有所上行，预计2月PPI同比涨幅还
可能有所扩大。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重

点改革和重大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新的一年‘闻鸡起舞’。”国家发展改

革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5日说。

新动能推动经济
结构再优化

今年 1月，首汽集团发布消息
称，集团与北京市政路桥股份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放包括北

京城区二环、三环桥下数十个租赁

场站，在今年年底前建成近1000个
新能源车辆网点，提供新能源汽车

随取、随还、随用的便利服务。

“共享汽车”等新经济业态，

为中国经济开局走势增添“新”

意。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

勃兴起，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

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

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正

在形成。

来自艾瑞咨询 的 数 据 显 示 ，

进入 2017年后的第一周，摩拜单
车 APP的周度活跃用户达到 584.9
万人，比 2016年 12月第一周增长
约两成；同样时段，在日均使用

时长方面，摩拜单车 APP用户总
使用时长从764.6万分钟升至939.1
万分钟，用户黏性进一步增强。

快速成长的新动能为中国经济

注入澎湃动力，中国经济需求结构

的优化也在进行时。

稳中求进夯实向好势头

万事开头难。在首月经济平稳

开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走势

备受关注。

“结合近期发布的数据来看，我

国内外需均有所改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效进一步显现，经济有望延续

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势头。”中国民

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但经济运

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存在，企稳

向好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以外贸为例，“开门红”的背后，

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商务部外贸司

负责人指出，从历史数据来看，受春

节假期等因素影响，1月单月进出口
数据并不能代表全年走势。今年我

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明显增多，困难不是短期的。

从首月到首季，从首季到半年、

全年，中国经济仍需步步为营、稳扎

稳打。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仍有许

多工作要做。

在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

年，坚持稳中求进，奋力迎难而上，

中国经济必将夯实稳中向好势头，

迎来崭新春天。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春回日暖 新意盎然
——从首月数据看2017中国经济新开局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

物局2017年工作要点》提出，将
强化社会文物管理，加强中国流

失海外文物数据库建设，推动文

物追索返还取得新成果。

工作要点明确，将新设 2家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机构，

加强对自贸区、保税区的文物进

出境管理与服务。制定涉案文物

鉴定管理办法，编制文物鉴定规

程和民间收藏文物鉴定指导意

见。

在强化文物安全监管方面，

国家文物局将深入开展打击防范

文物犯罪活动，建设中国被盗文

物数据信息发布平台；继续实施

文物平安工程，不断完善高风险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防火防盗

防破坏设施；开展重点地区革命

文物安全状况调研，启动全国文

物安全大数据建设。

国家文物局：

加强文物进出境管理与服务

据新华社长沙 2月 16日电

湖南省涟源市祖保煤矿14日发
生的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9人
死亡、3人受伤。湖南省召开安全
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湖南省

人民政府决定对该起事故提级调

查，省安委会决定对娄底市人民

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对涟源市人

民政府实行口头“黄牌警告”，涟

源市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

斗笠山镇党委书记、镇长等给予

先期免职处理。

湖南省副省长杨光荣宣布，

自15日起半个月内湖南省30万
吨（不含30万吨）以下煤矿一律
停工停产，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

产大检查。要彻查一批重大安全

隐患并分级挂牌督办、限期销号；

坚决关闭一批不合法、不具备安

全条件的矿井；从严追究一批失

职渎职干部和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单位负责人员的责任。

湖南省政府要求娄底市、涟

源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不惜一切

代价，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继续

寻找失踪遇难矿工；要积极稳妥

地做好相关善后工作，从快组织

开展事故调查，在先期问责的基

础上，继续从严追究有关单位和

人员特别是肇事企业的责任，给

遇难者家属和社会一个公正的交

待。

湖南涟源煤矿爆炸事故
当地镇党委书记、镇长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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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杰迅光电有限公司返岗的工人在生产电子产品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三

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部署做好“十三

五”时期结核病防治工作，进一

步减少结核病危害，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

《规划》指出，要坚持正确的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强化结

核病患者发现报告、诊断治疗和

随访服务等全环节管理，全面推

进结核病防治工作，提升全民健

康素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坚持

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

社会协同，坚持突出重点、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结核病防

控策略。

《规划》 提出，到 2020年，
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进一步健

全，实现及早发现并全程规范

治疗结核病患者，人民群众享

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结核

病防治服务，结核发病和死亡

人数进一步减少。《规划》从患

者及早发现、规范治疗管理、

关怀救助、重点人群防治、服

务体系建设等5个方面明确了系
列具体量化指标。

国办印发《“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健全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

神州 掠影

近日，一种“共享汽车”亮相上海街头，市民可通过下载手机APP在

街头定位汽车并取车使用。据悉，“共享汽车”采取分时租赁的方式，通

过里程结合时间计费，起步价为15元，包含30分钟时长 新华社 发

2月16日，全球最大超巨型原油轮“泰欧”号停泊在宁波舟山港大榭

港区实华二期45万吨原油码头。据了解，该轮船长380米，船宽68米，目

前载重吨为41.9万吨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