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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美国对中国输
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如
果双方达成协议，美方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商务部表示，目前，中方正在按既定节奏，
履行“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相关程序。有关规定
将于近期公布

●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得到持续提
升，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9万多亿元，保险
业赔款和给付支出达到 6200多亿元

●我国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望
达到 8.2%，仍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2019年，中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突破 40万亿元

●2019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4亿
辆，新登记汽车 1242万辆，新领证驾驶人 1408万人

●7月 4日 10时 17分，四川宜宾市珙县发生
5.6级地震。截至当天 11时 30分，地震已造成 5人
受伤

（均据新华社）

为确保您利益不受损害，在

此特做如下特别提示，请您务必

高度注意 :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银行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银监办发〔2006〕120 号）

和中国人民银行《储著管理条例》

等相关文件规定，办理存、贷、汇

业务务必到以上营业网点办理。

新野县农信社不委托任何人和任

何机构办理存款、贷款、收贷收

息、信用卡发行等业务。

二、您办理存款、贷款、还款

还息等业务，必须由本人持有效

身份证件到新野县农信社网点柜

台现场办理；否则，造成的损失和

风险由您个人承担。⑳6
特此公告！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 7月 3日

网点名称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星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庄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溧河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庙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施庵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沙堰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樊集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歪子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庄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集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港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甸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汉新分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建源分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实分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汉分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人民路分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襄分社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业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朝阳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解放南路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北城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鑫鑫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建源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书院所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小阁口分社

地址
新野县解放路金府街对面
新野县朝阳路东 50米
新野县五星镇政府西北

新野县王庄镇中国人寿保险西北侧 70米
新野县溧河铺镇政府向西 500米

新野县 003乡道与 016县道交叉口东北 100米
新野县施庵镇八七路客运站向东 50米

新野县沙堰镇政府往南 200米
新野县樊集乡政府西 300米
新野县歪子镇歪子大街北
新野县上庄乡政府西侧

新野县王集镇政府西北（文化路南）
新野县上港乡 103省道西 50米

新野县新甸镇 008乡道向南 50米
新野县人民路与汉华路交叉口（华纺宾馆对面）

新野县解放路中段万家鞋店向东 30米
新野县东关街与汉城路交叉口东 50米

新野县人民路 232号附近
新野县朝阳路与健康路交叉口向西 30米

河南省新野县物价局西侧
新野县人民路中段

新野县二棉路阳光钻石 KTV向北 50米
新野县纺织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向东 80米

新野县健康路朝阳小学对面
新野县解放南路中段

新野县解放路北段县幼儿园北 100米
新野县书院路与西环路交叉口

新野县人民路西新世纪医院西南 100米
新野县朝阳路与书院路交叉口向东 300米
新野县健康路与解放南路交叉口西北

电话
66287759
66215792
66582030
66552258
66517560
66542248
66462203
66535777
66432061
66363063
66332030
66312030
66381735
66592169
66260379
66289059
66222735
66269097
66222917
66297966
66269282
66260370
66295917
66222257
66287097
66295101
66268167
66227587
61718181
66221774

尊敬的客户，您好！

新野县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

新野县农信社）成立于 1951年，在

68年的风雨历程中，非常感谢您对

我们新野县农信社多年来的信赖

与支持！为更好地服务于您，新野

县农信社在原有存款种类的基础

上，针对不同客户群体推出了个人

免预约通知存款、智能通知存款、

享档档、个人周周赚、日盈盈、周盈

赢、月迎盈、喜盈盈、乐盈盈、活期

宝等存款产品，新推出了金燕“优

客贷”“精英贷”“家装贷”“金商贷”

“金税贷”“田园贷”“群英贷”七款

信用贷款和一款家庭成员担保的

“金燕家和贷”贷款产品，新增了金

燕 e贷、金燕 e商、金燕 e付、金燕 e
购等电子银行业务。目前，全辖 30
个营业网点均开通了大额存取款

业务电话预约服务，开办大额存取

款业务车辆服务和上门服务，随时

为您办理业务提供优质高效的

服务。

为给您带来全新的体验和便

捷的服务，现将全辖营业网点的

名称、地址及联系电话公示如下，

欢迎您到就近营业网点咨询办理

业务！

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公告

新野县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

详见《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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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联合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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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 至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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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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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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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地块： 2019 年 07 月 25 日

15时。

G2018-63地块：2019年 07月 25日 15
时 30分。

G2018- 65 地块： 2019 年 07 月 25 日

16时。

G2018-66地块：2019年 07月 25日 16
时 30分。

G2018- 67 地块： 2019 年 07 月 25 日

17时。

G2019-19地块：2019年 07月 25日 17
时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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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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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5日

序号

1
2
3
4
5
6

地块
编号

G2018-62
G2018-63
G2018-65
G2018-66
G2018-67
G2019-19

土地位置

龙升路以东、内一路
以南区域

龙升路以东、一号路
以北区域

一号路以北、二号路
以西区域

内一路以南、规划河
道以东区域

内一路以南、规划河
道以西区域

光武路南侧

地块面积

15674.5平方米（23.512亩）

6544.6平方米（9.817亩）

19876.9平方米（29.815亩）

17962.3平方米（26.943亩）

25336平方米（38.004亩）

4140.2平方米（6.210亩）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不小于 1.0且不大于 4.0
不小于 1.0且不大于 4.2
不小于 1.0且不大于 2.5
不小于 1.0且不大于 3.0
不小于 1.0且不大于 2.0

现状容积率为 1.11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不大于 35%
不大于 45%
不大于 30%
不大于 35%
不大于 60%

50.33%

绿地率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0%

不小于
35%

不小于
35%

不小于
20%
/

出让年限

40年
40年
70年
70年
40年
50年

有无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起始价
（万元）

3526
1473
4472
4041
5700
210

保证金
（万元）

3526
1473
4472
4041
5700
210

增价
幅度

50.0万
元

50.0万
元

50.0万
元

50.0万
元

50.0万
元

1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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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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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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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去年成为大别山区首个脱

贫县后，不久前，河南新县又以全

省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全国首批

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2018年，36
万人的新县吸引游客超过 630 万。

以旅游激活乡村，用绿色改变贫

困，河南新县老区“游”出一条“绿

中掘金”新路。

从“靠山吃山”
到“敬山如父”

河南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上

世纪一段时期，群众“靠山吃山”，眼

盯着几亩山场，过度砍伐，结果山上

树少了，群众还是没有富起来。

生态恶化让新县痛定思痛。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挖乱建乱

伐滥采等生态“四乱”，新县近年来

划定县域生态保护红线，先后开展

规范土地和建设市场、严格矿产资

源开发、打击破坏森林资源、河道

采砂治理等综合整治行动。

在治乱基础上，新县又提出

“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如子”

理念，对山场、河流登记建档，对古

树名木挂牌保护，构建县乡村三级

联动、气水土“三净合一”的污染防

治攻坚机制，落实“河长制”，探索

“山长制”“林长制”，用最严格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

如今，新县森林覆盖率恢复到

76%以上，植被覆盖率超过 95%。

2018年 12月，经生态环境部验收，

新县成为河南仅有的两个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之一。

以旅游激活乡村
用绿色改变贫困

经过大力整治，到处挖山毁林

的风气得到了遏止，生态得到恢

复。但如何从绿水青山中掘出金

山银山，还是个难题。

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新

县提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健康

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2014年开始，新县提出以旅游

为体激活乡村，加快脱贫攻坚，用

“美丽”改变贫困。全县不仅高标

准编制了涵盖“九镇十八湾”的全

域旅游规划，而且建立起“县有旅

游委、乡有旅游办、村有管委会”的

三级旅游管理体系，以“每年 6 个

1000万元”财政投入机制带动社会

资本注入，驱动实施“美丽乡村生

态新县”五年行动计划。

乡村旅游也带动了农业供给

侧改革。羚锐集团是当地一家知

名的制药企业。2014年起，该集团

通过“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山茶油产业，

动员山区村民改造、优化自家的野

生山茶林，为企业提供优质原料。

近年来，在乡村游的带动下，

新县建成旅游餐馆 155 家、农家饭

庄 400 余家、民宿体验场所 200 多

个、集农业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一体

的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园区 10余个，

发展生态茶园 30 万亩、油茶 22 万

亩、中药材 3万余亩，一幅“绿中掘

金”的画卷在新县徐徐展开。

以绿色传播红色
用特色擦亮底色
近年来，新县老区旅游综合收

入、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 20%以上，

旅游及相关行业对全县 GDP贡献率

达30%，从业人员5万余人，带动22个
贫困村、7683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依托旅游带来的百万游客，新

县老区的“红色”文化也传播得更

远。吕旅说，新县散布着 300 多处

红色旧址，以大别山干部学院为载

体，近年来，超过 15万来自全国各

地的党员干部来此洗礼初心。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王承哲

认为，作为资源匮乏和区位不便的

山区县，新县“绿中掘金”，让群众

从绿水青山中增收致富，为推动乡

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⑤3
（据新华社郑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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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游激活乡村 用绿色改变贫困
——河南新县老区“游”出“绿中掘金”新路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3 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教育

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

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切实

加强出租屋及校园周边经营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要对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出

租屋集中区域、学校及周边区域开

展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联合检查。

居住人数超过 10人的出租屋，安全

疏散不达标的，依法临时查封；防火

分隔不符合要求的，依法督促整改；

电动自行车违规在室内停放或者充

电的，依法清理。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地出租屋

的产权人、管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

练，开展消防安全巡查，维护管理消

防设施和器材。出租屋必须符合消

防安全标准和要求，确保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畅通，配备灭火器等设

施器材，电器产品安装和线路敷设

符合有关标准规定，鼓励推广安装

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和简易喷

淋，居住人数超过 10人的出租屋要

加强夜间消防安全值班值守。学校

要做好消防安全自查、隐患整改和

宣传培训工作，加强在校学生外宿

管理。消防救援机构要进一步畅通

“96119”等火灾隐患举报投诉渠道，

鼓励群众举报身边的火灾隐患。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相关部门

在推动地方出台出租屋消防安全标

准和管理制度、流动人口和出租屋

信息登记管理、灭火和应急救援准

备等方面工作的过程中，要进一步

完善部门信息互通、联合执法工作

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严格监督

管理。⑤3

综合新华社电 针对英国首相

就涉港问题发表言论一事，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 4 日表示，希望英方某

些人不要执迷不悟，一错再错。

耿爽说：“前两天是亨特外交

大臣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今天换

了个人出来说三道四，难道他们之

间有协调配合吗？”

他说，中方对亨特先生涉港错

误言论的坚决回应，也同样适用于

英国政府其他官员的类似表态。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3 日

说，中方对英方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要求英方深刻反省错误言

行，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

刘晓明当天在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举行中外记者会，阐述了中方对

最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暴力冲

击立法会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英国政府选择站在错误

一边，不仅发表不当言论，干预香港

事务，而且为暴力违法分子撑腰打

气。“更有甚者，他们试图干扰香港

法治，阻挠特区政府将肇事者绳之

以法。”

刘晓明重申，中方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坚定

不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态

度坚定不移。⑤3

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从河南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经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河南省内符

合条件的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

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启动

201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据了解，今年国家小麦托市收

购价格为每市斤 1.12元，较去年下

调了 0.03元，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

价按每市斤 0.02元掌握。河南省首

批审核确定的收储库点 618 家，有

效空仓容 653 万吨，其他地区一旦

符合启动条件，将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报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

复启动。

为了做好今年夏粮收购工作，

河南省收储库点全面应用“一卡

通”结算系统，坚持“谁来售粮、给

谁付款”，所有粮款均由中储粮直属

库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支付给售

粮人，从源头上杜绝“打白条”问

题。此外，收购现场还将设立便民

服务台、休息站等，提供餐饮、防暑

药品、休息室等便民服务，安排专人

现场巡回服务，随时帮助群众解决

问题，让卖粮农民交“舒心粮”。⑤3

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出租屋及校园周边经营场所消防安全

我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外交部、中国驻英国大使正告英方：

不要执迷不悟，应深刻反省自己

暑假将至，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实验小学组织开展“暑假安全伴我

行”主题安全教育活动，向学生普及交通、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学生自我防护

能力 ⑤3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