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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

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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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竞买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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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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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8年 2月
14日至 2018年 3月 7日登录河南

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

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
3月7日17时0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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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2天之前缴

纳竞买保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

1.G2018-01号地块：2018年3
月9日16时00分。

2.G2017-11号地块：2018年3
月9日16时30分。

拍卖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

温馨提示：地块具体交易时间

以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确定时间为准。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

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

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

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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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

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

拍卖报价截止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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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请使用 IE8.0、
IE9.0、IE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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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其他事项

1.竞买人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宗
地。

2.G2017-11号宗地为南阳市
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

治刘庄社区刘西组城中村改造项

目用地。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7-63108319

联系人：梅晓东

南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14日

南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宛国土资告字〔2018〕3号）

经南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1

2

地块

编号

G2018
-01

G2017
-11

位置

规划车站路以

东、雪枫路以南

范蠡路与车站路

交叉口东北角

面积

5143.9平方米
（7.716亩）

4535.7平方米
（6.804亩）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88.8%）、批
发零售

（11.2%）

容积率

3.5<容积
率≤5.0

1.0≤容积
率≤4.8

建筑

密度

建筑密

度≤
18%

建筑密

度≤
21%

绿地率

35%≤
绿地率

35%≤
绿地率

出让年限

70年

城镇住宅

70年、批发
零售40年

有无底

价

有底价

有底价

起始价

（万元）

1240

1769

保证金

（万元）

1240

354

加价

幅度

（万元）

10

10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

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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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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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出让金

等情形之一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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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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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8年 2月
14日至2018年3月13日登录河南

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

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3
月13日17时0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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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2天之前缴

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南 阳 市 WLG2018-01号 地
块：2018年 3月 6日 9时 00分至
2018年3月15日16时00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

温馨提示：宗地具体交易时间

以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确定时间为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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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

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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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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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请使用IE8.0、
IE9.0、IE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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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其他事项

1.竞买人自行踏勘挂牌出让宗
地；

2.本次挂牌出让宗地出让价款
中含耕地占用税。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7-63108319

联系人：梅晓东

南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14日

南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宛国土资告字〔2018〕4号）

经南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1

宗地编号

南阳市

WLG2018—01

位 置

南阳光电产业集聚

区龙升路以东、规

划次干道以北

面积

66033.7
平方米（99.05亩）

用 途

工业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大于

1.0

建筑

密度

大于

60%

绿地率

不大于

20%

挂 牌

起始价

（万元）

270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700

增价

幅度

（万元）

10

有无

底价

有底价

“爸，妈，我们回来啦！”

敲开家门，一声爸妈，便开启了

熟悉的年货记忆。父母精心购置的

各种食材、儿女返乡携带的礼盒、孩

子们的新衣与玩具，每一样都充满

深情。

如果说过年是一种仪式，那么

年货就是这个仪式的重要载体。从

对联窗花到红酒龙虾，从大包小包

到快递电商，在中国人的心中，不管

形式怎么变，年货就是“年味”，那一

份温情始终与家同在。

变化的年货清单
里，见证着时代变迁

每一个年代，人们都有属于自

己的年货记忆。

“我们那个年代，年货就是购置

一些盐、食用油、白糖这一类生活必

需品，自己再腌制一些食物。”75岁
的郑州居民沈丽芬告诉记者，现在

生活好了，钱包鼓了，对年货的要求

自然也高了。

赶大集、办年货，年过六旬的南

宁居民黄道方每年都得亲自张罗过

年的物品，要的就是那份“忙年”的

感觉。对联、窗花、福字帖等可增添

来年好运，腊肠、粽子、干果等食物

让春节更浓情蜜意……在她看来，

这些年货一直伴随全家人的春节，

实用而且具有浓浓的节日氛围。

黄道方的女儿王丹传承了妈妈

的传统习俗，但与上一辈人相比，她

的年货更有新时代的特点。

“我们家过新年都坚持穿新衣，

这种传统让生活更有仪式感。”王丹

在淘宝上网购了全家人的过年新

衣。“不同的是，父母年少时做新衣

得攒布票，现在只要放进手机 APP
的购物车，几分钟就买到了”。

年货是时代的符号。不断变化

的年货清单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记录着老百姓日益富足的生活。

“以前父母讲究的是吃饱穿暖，

现在吃的健康、开心才是最重要

的。”“80后”北京居民陆新生说，今
年他打算给母亲买一个足浴盆，给

父亲买一个电动剃须刀，再给家里

的老人买一些营养品，实用又健康。

无论赶集还是“线
上线下”，年货永远装
满温情

办年货，是中国人过节最欣喜

的忙碌。

记者走访了解，郑州各大超市

年货卖势喜人。不过今年与往年不

同，线上线下进一步加速融合，超市

引进网红年货，努力抢拼年货市场。

随着居民消费习惯的变化，卖

年货早已不再是实体商超的专属。

今年是外企员工李娜第一次加入屯

年货大军。趁着“天猫年货节”各种

买赠，她买了大大小小15盒坚果礼
盒，全部快递回了老家。除了给全

家人吃，还包括走亲访友的礼物。

从传统集市，到百货商场，再到

动动手指“手机购”，年货置办是越

来越方便。那么，满载着浓浓思乡

情的包裹都去了哪里呢？

阿里大数据发现，网购年货基

本都奔向了买家所在省份的周边地

区，比如在广东下单的包裹去了湖

南、湖北、广西、江西等地。

根据阿里大数据生成的“想家地

图”，“最舍得给家里花钱的是浙江

人，消费最时尚的是广东人，但最念

家的就是河南人。”2018年春节档，河
南人收到的年货包裹雄踞全国第一：

31个省区市有21个地方都有河南人
网购年货寄回“中原老家”。

“洋货”作“年货”，
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买全球、卖全球，中国消费者的

春节购物单正变得更加国际化。

澳洲车厘子、新西兰长寿鱼、美

国坚果、法国葡萄酒……随着春节

临近，人们放眼寻求优质“洋年

货”。在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的展馆

内，德国啤酒、澳洲牛奶及东南亚特

产等商品琳琅满目。

为满足顾客需求，商家在门店

及“蚂蚁洋货”电商平台进行促销。

在每周开行3列的中新互联互通南
向通道班列上，大米、椰丝及板材、

塑料粒、增压器等不少来自东南亚

国家的货物经过钦州港发往重庆，

其中椰丝深受内陆消费者的喜爱。

在贵州武陵山区铜仁市万山区

举办的第三届网商年货节上，200多
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洋年货”摆

满了货架。

村民刘建民过去认为“洋东西”

很贵。到现场体验后，他通过扫描

产品二维码一口气买了韩国牙膏、

西班牙红酒等共计 865元的商品。
逛完后，刘建民“两手空空”地回了

家，因为快递会很快把东西送到他

家门。

万山电商生态城董事长陆晓文

告诉记者，展销会免费为企业提供

展位，每款商品都有二维码，只需扫

码就可获得产品信息，下单支付。

展会刚开始一天半就卖出了18万元
的“洋货”。

在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

姚贵阳看来，从满足嘴到满足心灵

需求，年货这个“老话题”还可以有

新形式，不仅是消费升级，也可以是

把新的气象带回家，把项目、思维、

资金等资源带回家，把精神上的获

得感作为一种年货，让年味更丰富

起来。⑥4 （据新华社）

一份年货 一份温情

�2月9日，市妇联、市人保财险公司到新野
县溧河铺镇江黄集村，为贫困户送去米、面、棉被

等生活用品和慰问金，并邀请市书画家协会5位
书画名家，为群众义务书写春联。⑥6

（记者 洪塔）

�日前，宛城区环卫站在脱贫攻坚帮扶日帮
助帮扶对象开展清洁家园服务行动。

该站派出的帮扶责任人深入所有贫困户进

行走访，宣传扶贫政策，帮助打扫庭院卫生。区

环卫站还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清洁家园志愿

服务行动，有效改善了村容环境。⑥6
（记者陈东 通讯员姚乐）

�市社区志愿者协会、市义工联合会、宛都
公益等组织30多名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前往卧龙
区青华镇三李营村、高老家村看望43户家庭困难
的群众，共发放10400元现金和价值8000余元的
物资，为他们送上新春祝福。⑥6

（记者 赵勇）

�宛城区溧河乡开展“寒冬送温暖”集中慰问
活动，共为全乡796户困难群众送去价值16.7万元
的慰问物资 ⑩7 （记者胡楚强 通讯员惠博）

�市卫计委在扶贫帮扶村——社旗县唐庄
乡岗李庄村举办了义诊助学送春联活动。活动

中，社会爱心企业为该村捐款1万元，市骨科医院
捐赠书包100个，市中心医院专家为村民义诊，并

送去价值3000元的药品，8位知名书法家现场为
村民们书写赠送了600余副春联。⑥5

（记者段平 通讯员樊新生）

�2月10日，新野县卫计委组织15个慰问小
组，深入该县15个乡镇街道走访慰问计划生育困
难家庭，并送去米、面、油、牛奶等慰问品。⑥6

（记者段平 通讯员胡丰旺）

�近日,市义工联合会携手南阳生殖医学专
科医院，到卧龙区青华镇青北村开展春节送温暖

活动，为贫困户送去了价值4000多元的过年生活
物资。⑥6 （记者 赵勇）

�2月11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区直
机关200余人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款活
动，当天共募集捐款1.1万余元，所收捐款将交至
市慈善总会，用于救助困难群众。⑥6

（记者 裴建敏）

�南阳新大地陶瓷有限公司和社旗县委统
战部相关负责人到对口帮扶点陌陂镇张庄村看

望慰问60户贫困户，为他们送去大肉、食用油等
生活用品。⑥5 （通讯员 刘振坤）

�2月8日，西峡县公安局为结对帮扶的重阳
镇上街村40户贫困群众送去棉被20床、面粉80袋
和特制的扶贫文化春联500余副，受到村民们的热
烈欢迎。⑥4 （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丁俊良）

爱心催得春意浓 扶贫帮困人心暖“三星高照”美景
现身除夕夜

据新华社天津2月13日电 2月15日，农历鸡年
的最后一天，也称除夕。天文专家提醒说，当晚，人

们将在正南方天空欣赏到寓意“合家团圆，吉祥如

意”的“三星高照”天文美景，迎接农历狗年的到来。

“‘三星高照，新年来到’这话是有依据的。”天文教

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说，“这三颗星就

是著名的猎户星座三星：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

猎户星座是冬季星座之王，主要由七颗亮星组

成，结构明显，辨识度极高。五车二、北河三、南河

三、天狼星、参宿七和毕宿五这六颗明亮的星连成了

一个不太规则的六边形，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冬季大

钻石”。

“在这颗钻石里面还有一颗红色的亮星，叫参宿

四。就在参宿四的下方，整齐地排列着三颗星星。

这三颗星距离相等、亮度相同，均为2等星，而且都闪
烁着青蓝色的光芒，由左向右依次是参宿一、参宿二

和参宿三。在三颗星下方，就是美丽的猎户座大星

云。”赵之珩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还给这三颗星起了非常吉

祥的名字，中间的是“禄星”，右边的是“福星”，左边

的是“寿星”。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天文专家表示，除

夕夜，有兴趣的公众向南方的夜空望去，就可以看到

“三星”与人间万家灯火相互辉映的壮观场景。随着

时间的推移，“三星”逐渐西移，等它们移到西方天空

时，已经接近正子时，农历新的一年便来到了。⑥5

□高静

洁白的雪花，铺满一地，卧龙

岗因为雪花的浸润，显得更加灵

秀而庄严。

对于诸葛亮来说，南阳，是他

的第二故乡，是他成才的摇篮；对

于世人来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

身，谋略的代言人。

我站在历史的边缘，仔细聆

听、品味、沉思……穿行在武侯祠

内碑文石刻间，一段散发着三国

的历史气息呈现在我们面前：卧

龙岗，千古人龙躬耕之地。公元

197年，只有17岁的诸葛亮来南

阳，在卧龙岗上一边躬耕陇亩，一

边博览群书，后经徐庶的推荐，刘

备带着关羽、张飞两员大将，于公

元 207年，顶风冒雪三次到南阳

卧龙岗，敬请诸葛亮出山，“大梦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足，窗外日迟迟。”的吟诵声萦绕

茅庐。刘备与诸葛亮，一拍即合，

如鱼得水。

定三分，烧博望，出祁山，大

名不朽；

气周瑜，屏司马，擒孟获，古

今流传。

收两川，摆八阵，七擒六出，

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

为恩三顾；

取西蜀，征南蛮，东和北拒，

中原帐按金木土爻之卦，水面偏

能用火攻。

冬雪纷飞，覆盖庭庭深院。

人生天地间，时光匆匆若白驹过

隙，敬畏虔拜武侯遗容，回归淡泊

和宁静，仿佛此刻这漫天飞舞的

雪花。

天地飘雪旧模样，一步一步，

也许，只有这曾历古人又历今人

的石板路，才真正阅尽了人间沧

桑。我像是一个守在圣人面前的

小书童，与岁月长谈。大拜殿前

风雪定，祠庙一座，雪落香炉，这

里有最圣洁的信仰，拂过岁月的

云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无言也胜万语千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骤然明白，诸葛精神，民族的共

享记忆，也因那句“臣本布衣，躬

耕于南阳”让南阳儿女引以为

豪。它包含着我们民族最初的

美、感动和信仰，穿越千年万年，

令时光驻足，千秋万代永世流

传。⑥2

卧龙岗抒怀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中献）

“谢谢！谢谢！”2月12日，当邓州
市小杨营乡角门村的朱鹏欣家人

从该乡一初中女教师田会珍和校

长裴伟彦手中接过43英寸液晶
彩电时，全家人都激动不已。

朱鹏欣今年12岁，是邓州市
小杨营乡一初中六（2）班学生，田
会珍是他的班主任。朱鹏欣的爷

爷患病卧床，走路困难，经常一个

人在家看电视，他家的老式电视

接收信号不好，朱鹏欣的新年愿

望是想要一台液晶电视机，送给

爷爷。

1月 17日，当看到《东方今
报》联合康师傅发出“新年愿望征

集令”，由康师傅助力完成10个
“最温暖”新年愿望时，田会珍老

师让全班63名学生都写下了自
己的新年愿望。她认为朱鹏欣的

新年愿望最有孝心、最温暖，便决

定推荐他参加活动，帮他圆梦。

1月25日，田会珍老师将朱
鹏欣的新年愿望和照片发送到活

动指定邮箱。随后，便有了文章

开头的一幕。⑥2

情牵学子助圆梦

淅川县传统年货市场里，前来采购的群众络绎不绝 ⑥2
特约记者 杨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