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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城县杨集乡营业所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城县杨集乡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41130060
许可证流水号：00679920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 12月 8日

住所：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杨集乡康达路东段润豪盛世小区楼下

邮政编码：473211
电话：0377-67356211
发证日期：2018年 9月 1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
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广大电力客户朋友们：
我公司 2019年 4月份计划对部分配网线路

进行停电改造施工，停电范围及影响区域详见

附件。若有天气等其他原因影响检修的，停电

计划将会有变化，详情请访问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 95598 供电服务网站 (http://www.95598.ha.
sgcc.com.cn),或者关注我公司官方微信“国网南

阳供电（gwnygd）”。
2019年 4月 3日

南阳供电公司 4月份停电计划公告

序号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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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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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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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停电设备

州供一线

桥龙线
英申线

潦供三线
盛供二线

茶北线

京供五线

双汉线
祥供二线
顺供五线
梁瓦线

台禹线

独供二线

范供二线

陈农线

钓供三线

谢供一线

陆供四线

枣供五线

停电范围

州供一线

桥龙 101开关以后
英申 101开关以后

潦供三线
盛供二线

茶北线

京供五 501开关

双汉线
祥供二 201开关以后

顺供五线
梁瓦线

台禹 102开关以后线路

独供二线

范供二线

陈农H102环网柜南开

关

钓供三线

谢供一线

陆供四 401开关以后

枣供五线

停电区域
【市区】中州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公路设计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阳影剧院、环境监测站、百度、中建七局、十三中、保健院、金冠、天德
雅馨苑
石桥镇龙窝村、蔡官屯村、闻庄村、和寨村、郭庄村
【卧龙区】英庄镇：前英庄村、柳家泉移民新村、贺庄村、胡营、南刘营、东坡、尹营村
【卧龙区】潦河镇：姚营、清凉寺、小周庄
【宛城区】新店乡：樊庄、沙岗、警犬基地、范营、草店、沙岗、丰融、迎宾大道
【宛城区】茶庵乡：曹庄、茶庵二中、马营、钟营、朱肖庄、包营、中学、东马营、钟营 3#、周庙、黄营、毕堂、陈庄、袁黄庄、刘光庄、葛营、杨庄、
李营、白庄

【市区】麒麟路北京路交叉口南，赢力佳、北京印象、圣泉国际、公路局家属院、农贸市场、福华地产、椿树井、居中小区、果林西、中凯物
业、成辉物业、海昌开闭所、祥和嘉苑、水利机械厂、南石配电房
【宛城区】溧河：史洼、老家庄、袁老家、王营、路口、大刘庄、烟粉庄、双铺、王营
【卧龙区】潦河镇：王陈庄、吴集、大陈营、中庄、梁庄
【宛城区】油田：邹庄、老高庄、岳庄、龚营、小郭庄、余店、河湾、魏茨园、小高村、魏岗、忽桥、小李庄、后李庄
【宛城区】瓦店镇：裴庄、邓官营、范岗、逵营、林场、瓦店一中、朱店、包庄、白营、后莱营、梁庄路口、钱庄、岳庙、瓦店街
【宛城区】黄台岗：唐营、贾庄、西薛桥、马义庄、东薛桥、高桥、兰营、怀新庄、门寨、秦营、秦营北、邢湾、唐营东、吕庄、禹西、井庄、高房庄、
何营、张典庄、胡庄、张典南、捌渠庄、向营、苏庄、禹中、乐庄、张庄

【市区】独山大道两相路交叉口东，新龙置业、光大置业、交通运输局、宛城区盐业局、东风厂、飞龙小区、嘉禾地产、比亚迪、大庄南地总
表、大庄、佳鑫、金博达、茹楼、宇丰公馆、八方地产、上海大众、飞龙开关厂、润田农机、杨寨、李新卫砖厂、包庄、垃圾处理站、实验小学、
环保局

【宛城区】溧河：胡庄、西王营、景庄、十里铺北、西洼、西洼南、十八里屯、十八里屯东、十八里屯西、二十里屯

【市区】伏牛路与雪枫路交叉口，金阳塑业、新星有色、明山机械、陈庄、姚庄、鑫泰棉业、金汉科技、旭日学校、杜庄、皇杜庄、垃圾中转站、
天润水业、姚庄鸡场、万和春天酒店、杜庄六组、小黄杜、物流园、宛城创伤微显外科医院

【市区】京宛大道与孔明路交叉口南，钓鱼台一号、宛城卫生管理站、民族促进会、永和苑、天麟家园、消防队、公交总公司、中国铁塔、垃
圾中转站、静苑小区、场西路景观变、海关、瑞发汽车、口腔医院、李宁体育园、钓鱼场橡胶坝、盆窑北、盆窑西、李八庙菱角池

【卧龙区】谢庄：曹沟、铁匠沟、康营、红叶河、大左庄、北张庄、谢庄、大郭庄、青龙沟、谢家沟、石头河、会庄、陈营、胡叶盘、楼底、水牛冲、
核桃园、河东、谢庄街、祥和
【卧龙区】陆营：华庄村、双庙村、下范营村、水寨村、冢西、东村、朱屯村
【市区】长江路与独山大道交叉口南，冉营、宏兴宾馆、汽车南站、加气站、东方纺织、赵营西、大地棉织厂、赵营、暖通公司、赵营新村、张
庄西南、恒泰公司、向东纤维、新亚石油、宛东加油站、宏达包装厂、茶庵劳务公司、城发房产

计划停电开始时间

2019/4/8 8:00
2019/4/9 7:00
2019/4/9 7:00
2019/4/9 7:30
2019/4/10 7:00
2019/4/10 8:00
2019/4/10 8:00
2019/4/11 8:00
2019/4/12 7:30
2019/4/12 8:00
2019/4/13 7:00
2019/4/13 8:00

2019/4/13 8:00
2019/4/20 8:00
2019/4/20 8:00
2019/4/21 8:00
2019/4/22 8:00
2019/4/23 8:00
2019/4/25 8:00

计划停电结束时间

2019/4/8 18:00
2019/4/9 18:00
2019/4/9 18:00
2019/4/9 18:00
2019/4/10 19:00
2019/4/10 18:00
2019/4/10 18:00
2019/4/11 18:00
2019/4/12 18:00
2019/4/12 18:00
2019/4/13 19:00
2019/4/13 18:00

2019/4/13 18:00
2019/4/20 18:00
2019/4/20 18:00
2019/4/21 18:00
2019/4/22 18:00
2019/4/23 18:00
2019/4/25 18:00

序号

1

地块

编号

G2018
-31

地块

名称

G2018
-31

土地位置

王村 4号路

以北、11号
路以东区域

地块面积

31328.3平方米

（46.992亩）

土地

用途

商服

用地

容积率

1.0≤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密度

≤35.0%

绿地率

30.0%
≤绿化率

出让

年限

40年

有无

底价

有

底

价

起始价

7050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7050

增价幅度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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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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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4
日至 2019年 4月 24日登录河南省

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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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24日 17：00（地块

编号：G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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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18- 31 地块：2019 年 4 月

25日 16：00。

拍卖网址：河南省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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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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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拍卖开始后，方可参加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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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7-63108319
联系人：杨道川

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4月 4日

南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宛自然资告字〔2019〕5号

经南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 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并指定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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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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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龙岗街道办事处是卧龙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位于南阳市卧龙路 539号。根据工作需要，经区政府同意，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人员 2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市纪委监委转发<关于

加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审查

调查看护队伍建设的意见 >的通

知》（宛纪文﹝2018﹞142号）精神，决

定建立全区执纪办案专业化看护

队伍。经区政府同意，南阳市公安

局梅溪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特

勤人员 30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聘范围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二、招聘人数

本次招聘 30 名。其中，男性

22名，女性 8名。

三、报名时间

2019 年 4 月 9 日-11 日，8:00-
12:00，14:30-17:30。

四、报名地点

卧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大厅（南阳市七一路与工业路

交叉口西南角）。

五、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按照报名及资格审

查、面试、体能测试、体检、考察、劳

务派遣等程序组织实施。

六、相关待遇和管理方式

所招聘人员为特殊勤务人员，

不具有人民警察和公务员身份，

无行政或事业编制，无执法资格，

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卧龙区纪委监

委谈话对象的看护和卧龙区纪委

监委警示教育基地的安保，以及

抽调参与市纪委监委留置对象的

看护。

所招聘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与委托的劳务派遣单位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派遣至南阳市

公安局梅溪分局从事规定工作。

工资标准按每人 1900 元／月（含

“五险一金”个人应缴部分）执行。

执行工作任务期间，按天发放补贴

（补贴标准由区纪委监委确定）。

所招聘人员相关经费（工资、社保、

服装、教育培训、表彰奖励、抚恤

等）列入区财政预算。

招聘公告详情请关注卧龙区

政 府 网（http://www.wolong.gov.cn/）
和卧龙区纪委监委网（http://www.
wldi.gov.cn/），有关招聘事项均在以

上网站进行发布。6
咨询电话：0377-63134377
监督电话：0377-63134439

南阳市公安局梅溪分局公开

招聘特勤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4月 4日
三、报名时间
2019 年 4 月 9 日-11 日，8:00-

12:00，14:30-17:30。
四、报名地点
卧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大厅（南阳市七一路与工业路

交叉口西南角）。
五、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按照报名及资格审

查、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与
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

六、工资待遇
聘用人员与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实行人事代理，享受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同等待遇。

招聘公告详情请关注卧龙区
政府网（http://www.wolong.gov.cn/），
有关招聘事项均在此网站进行发
布。6

咨询电话：0377-63134377
监督电话：0377-63134439
卧龙岗街道办事处公开招聘

人事代理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4月 4日

2019年卧龙区卧龙岗街道办事处
公开招聘人事代理人员公告

一、招聘范围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二、招聘岗位及人数

单位
名称

卧龙岗街
道办事处

岗位
代码

001

002

招聘
人数

1

1

岗位条件

专业要求

测绘工程

艺术设计学

学历要求

全 日 制 普 通
类 专 科 及 以
上学历

全 日 制 普 通
类 专 科 及 以
上学历

年龄要求

30 周岁以下（1989 年
4月 1日以后出生）

30 周岁以下（1989 年
4月 1日以后出生）

备注

南阳市公安局梅溪分局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特勤人员公告

⬇ 信息快报

讲授宣讲技艺
提升学做水平

本报讯 （记者王 鑫）近日，省

委宣传部举办全省青年宣讲专家

（骨干）培训班，省委宣传部讲师团

特邀宣讲员、市委党的十九大报告

宣讲团成员梁海磊，受邀为培训班

授课，受到好评。

梁海磊的示范课课题为《“小

巷总理”怎么当——街道社区党员

干部的学与做》，分别从做“明白人”、

“带头人”、“贴心人”、“规矩人”四个

方面阐述，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有

高度，有温度，大家一致评价，这样

的党课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⑥2

关注学生成长
呵护心理健康

本报讯 （记者马 哲 通讯员

屈连文）日前，卧龙区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辅导中心在南阳市第一完

全学校成立。

该辅导中心将通过多种形式

和渠道，在全区各中小学校、幼儿

园推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制定

全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规划

和实施方案；对各单位心理健康辅

导人员进行训练和督导；帮助学校

辅导老师处理情况复杂的转介个

案；定期开展课程培训和知识讲

座；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提升学校

辅导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帮助提升全区教师、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和幸福感。

传播拓片技艺
感受非遗魅力

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近日，

由南阳工业学校发起的“拓亮南

阳”非遗文化传播活动到市第十三

中学，为这里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

的非遗拓片技艺课。

活动中，非遗拓片技艺传承

人代表以拓片历史和拓印技艺相结

合的方式，让学生们近距离体验了

非遗拓片的独特魅力。参与活动的

学生纷纷表示，拓片技艺是记录悠

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大家在动手拓片的同时感受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⑥4

发展养蜂产业
助力精准脱贫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4 月 2
日，淅川县寺湾镇柳林沟村村部热

闹非凡，市体育局为该村 60 多户

贫困村民免费发放 200套蜂箱，并

让他们参加养蜂技术培训活动。

柳林沟村系市体育局定点扶

贫村。为了加快柳林沟村精准扶

贫工作进程，市体育局投资 4万余

元为柳林沟村 60多户贫困农户购

买发放了 200套蜂箱，同时邀请养

蜂专家就土蜂养殖技术对他们进

行专题培训。⑥5

（上接 B1版）
南阳地区在夏代及其前后较长

时期内，邦国林立，是夏族活动的

核心区域。此说已为现代考古所证

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南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 《白河流

域史前遗址调查报告》 一书，确认

南阳有 50 处遗址，涵盖了裴李岗

文化、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晚期、屈

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

和二里头文化。

鉴于禹葬会稽在传统文化中的

重要价值，文献中有诸多关于“会

稽”的记载。 [宋]裴骃 《史记集

解》：“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

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

入此穴。” [唐]司马贞 《史记索引》

引 《越绝书》 云：“禹上茅山大会

计，更名为会稽。”张勃 《吴录》

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会

诸侯计功，改曰会稽。上有孔，号

曰禹穴也。” [唐]张守节 《史记正

义》 引 《括地志》 云：“石箐山，

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会稽

山一峰也，在会稽县东南十八里。

《吴越春秋》 云：禹案 《黄帝中

经》 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

赤帝左阙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盘

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

银，皆缘其文。禹乃东巡，登衡

山，血白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

而笑，忽然而卧，梦见绣衣男子自

称玄夷仓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

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

齐于黄帝之岳，岩之下，三月季

庚，登山发石’。禹乃登宛委之

山，发石，乃得金简玉字，以水泉

之脉。山中又一穴，深不见底，谓

之禹穴。史迁云‘上会稽，探禹

穴’，即此穴也。”

上引文献资料关键点有二，

一，会稽山自古至今有很多历史传

说；二，覆釜山就是会稽山。“会

稽”这一地名，又有覆釜山、宛委

山、苗山、茅山等名称。《南阳市

地 名 志》 第 697 页 有 “ 覆 釜 山 ”

条：“即今土谷山。在今邓州、镇

平、内乡三市县毗邻处。《明·嘉

靖邓州志》 载：‘山峰不甚高，耸

起如覆釜然。’故名。”南阳文化学

者徐向阳著 《文化遗产背后传承的

智慧》 中图文并茂地记述了覆釜山

由先主山、踢脚山、土谷山、鳌峰

山四座孤山组成。

覆釜山位于今邓州市罗庄镇，

汉代属冠军县之境。古史有载，尧

都平阳 （今山西临汾市）、舜都蒲

扳 （今山西运城永济市）、禹都安

邑 （今山西运城夏县）。安邑在南

阳邓州的西北方向，所以司马迁说

帝禹东巡狩至会稽，行进方向也是

准确无误的。

骆立群在其所著 《邓州古代史

考》 一书之 《第一部分 邓州古代

历史大事年表》 中载明：“夏仲康

封子于邓。”前文我们引 《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及 《吴越春秋》 知

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在会稽，

以奉守夏禹之祀，若少康庶子于越

之会稽为今邓州覆釜山，则邓国邓

人在起源上与夏文化的关系自明：

起自仲康之子，继之少康之子，以

奉守禹之祀。邓州人自古至今的俗

语“邓大国”当源于夏朝。邓州古

称 “ 陆 海 ” 更 可 能 与 大 禹 治 水

有关。

由于夏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全

国各地祭祀大禹的地名有很多，而

会稽山较少，且会稽山又是几无疑

义的禹会诸侯崩而葬之地，故先依

据夏文化考古成果排除江南会稽，

再依据 《史记》 和 《汉书》 指明南

阳为夏后氏之国，进而引述文献证

实覆釜山是会稽山的另一名称，最

后辨明南阳地方志记载的邓州覆釜

山就是会稽山。至此，依据文献考

证，基本可以推断邓州罗庄镇的覆

釜山就是司马迁所踏访过的会稽

山 ， 很 可 能 在 南 阳 会 发 现 夏 禹

陵墓。

2月 16日、17日，我们连续两

天在覆釜山考察。考察中，我们尤

其关注是否有文献中的“禹穴”，

深怕岁月的风沙不给今人留下些许

蛛丝马迹。“有，有，我带你们去

看。”村民李连科将我们带到土谷

山东南坡半山处一山沟边，介绍

说：“就是这儿，有个泉眼，我小

时候水还可大。我爷说，洞深得

很，里边有个鱼，谁要逮这个鱼，

鱼一动，整个土谷山都乱动。老辈

传说土谷山顶挂淤苲，原来水大得

很。”孙保瑞说：“邓州西南有禹山

和上禹山，山上都有禹庙，这也可

旁证土谷山和大禹有关。”难道我

们心中的“禹穴”被时光老人遗忘

成李连科嘴里的“鱼穴”？

楚国人卞和凭着忠诚担当、不

怕牺牲、追求真理的胆略和情怀，

把包璞的独山灵玉献给了楚王，于

是有了传国玉玺和氏璧。丰、蒲、

独……几架孤零零地散落在南阳城

边的小山是上苍赋赐的遗产。把藏

在地下的文物发掘出来，把躺在故

纸堆里的文字串联起来，把藏在博

物馆甚至民间的藏品晒出来，把老

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记录下来，让

它们活起来、动起来、串起来、舞

起来、灵起来，这是总书记对我们

的要求，这是新时代对我们的号

召，这是老百姓对我们的呼唤，这

是伟大的祖先们对我们的期盼。

我们南阳，脚一踢秦砖汉瓦，

笔一动华章名篇，腿一迈景点景

观，嘴一张诗词歌赋，手一指名山

大川。我们生存、生活、生产在这

方文化圣地、生态福地、旅游高

地 热 土 中 ， 我 们 应 该 提 出 点 什

么，我们应该发掘点什么，我们

应该证明点什么，愿更多的同志

一路同行。

“文明在宛”，中华文化自信，

南阳提供答卷。这是我们应有的担

当。1

华夏“首”都考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