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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七月份的到来，

高考、中考结束后，部分考生

选择到娱乐场所进行放松。

然而，娱乐场所是打架斗殴、

聚众吸毒高发地。去年同

期，外地警方在某 KTV包厢

里查获了 16 名吸食毒品人

员，其中有 3名是未成年人，

10 名在 18 至 20 周岁之间。

他们多数是第一次沾染毒

品，对于呈粉状或液体的“k
粉”“神仙水”并不了解，出于

新奇跟着大家一起吸食。

警方提示：许 多“ 瘾 君

子”都是从不良交友圈中开

始他们的“第一口”。考生高

考 后 放 松 要 注 意 场 所 和 方

式，对朋友的娱乐邀请要注

意分辨。家长要注意关注孩

子的心理生理变化，提高孩

子识毒、防毒、禁毒意识，让

他们充分认清毒品的严重危

害性，自觉抵制毒品。②4

（王 蕾 整理）

暑期到了，保护您的孩子！
谨防孩子沾染毒品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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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唐河县鑫金砂石有限公司的公章、

法人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史永娜南阳财富置业有限公司财富

庄园假日酒店分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据号：

0000722，金额：1000元）遗失，声明作废。

△淅川县信利矿产品有限公司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1326000010710，声明作废。

△社旗县宛东实验高级中学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52411327MJY040337R，声明作废。

△社旗县宛东实验高级中学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正本）遗失，证号：

52411327MJY040337R，声明作废。

△祥和家园 4-2-701李海玉（身份证

号：412929196308232332）的发票（号码：

00539501，金额：190720元），不慎遗失，特

此声明。

△孙赛、李广平的祥和家园 3 号楼 4
单元 1001 室购房发票遗失，发票号码：

00298448，声明作废。

△孙赛 3号楼 4单元 1001室的祥和家

园选房确认书遗失，编号 013原祥和 020，
声明作废。

△唐河产业集聚区医院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遗失，证号：39998054-
841132817A1001，声明作废。

△志福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南阳分

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证

号：JY14113030125087，声明作废。

△刘亚雷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1323MA4618G92W，

声明作废。

△西峡旅行社中行西峡支行开户许

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宋秀雅将南阳财富置业有限公司

西峡财富新城白羽国际 3栋 2302号房《商

品房买卖合同》丢失，合同号：17952629，
声明作废。

△喻淼将南阳财富置业有限公司西

峡财富新城白羽国际 3栋 2-06号商铺《商

品房买卖合同》丢失，合同号：2014-财富-
550，声明作废。

△ 胡 本 涛 ， 身 份 证 号 ：

411303199809236776，因不慎将购买新野

县建业城 12号楼 1单元 1703室定金收据

丢失，收据金额为壹万元整，票据编号

0001751，声明作废。

△ 购 房 人 ：李 运 常（身 份 证 号 ：

41290119680520159X），不慎将南阳市兴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位于工业

北路兴达花园 3号楼 2单元 402室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产权处留存原件一份遗失（合

同号：200005-03-02-0402），声明作废。

△张诗娅 2014年 5月 26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O410807917，声
明作废。

△镇平县卢医镇初级中学的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遗 失 ，证 号 ：

JY34113240014984，声明作废。

△南阳市卧龙区刘英建筑材料销售

部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1303600325344，声明作废。

△王宗生遗失南阳市鑫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新野县城区书院路与中

兴路交会处东南角鑫汇·颐景苑位置的购

房 收 据 9 份（收 据 号 ：0218631，金 额 ：

128000元；收据号：0330850，金额：240元；

收据号：0330655，金额：2600元；收据号：

0330678，金额：8560元；收据号：0330870，
金额：9699元；收据号：0344797，金额：416
元；收据号：0330635，金额：188 元；收据

号 ：0218663，金 额 ：310 元 ；收 据 号 ：

0218644，金额：2140元），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磊赢电子产品销售

部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11302MA472WWF5X，声明作废。

△ 翟 广 林 的 火 化 证 遗 失 ，证 号 ：

NO.1857885，声明作废。

△贾延成位于镇平县涅阳街道办事

处西关村南场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镇

00004111）遗失，声明作废。

△黄红霞将南阳市宛城区汉冶办事

处袁庄社区刘庄、朱庄城中村改造 206号
安置意向书丢失，总计 552㎡，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邓州市

元庄支局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381790619819D，声明作

废。

公 告
南阳市水利物资站拟报废处置一批

防汛用编织袋、对讲机、救生圈等物资，欢

迎有意者报名竞标。

报名时间、地点：2020年 7月 2日下午

5：30前到龙升工业园区南阳市水利物资

站院内报名。

联系人：李先生

电 话：13723008161
南阳市水利物资站

2020年 6月 30日

注销公告
南 阳 市 龙 威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411302000036320）经清算组研究决定，

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王艺刚、罗翊菲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45日内，向南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宛城分局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王艺刚

联系电话：13333693666
南阳市龙威服饰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8日

南召县农村及偏远地区
加油站建设规划公示

根据《河南省商务厅确认南召县农村

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规划的通知》（豫

商运【2016】122号）,现公示如下：

南召县永澳航岭加油站（农村新建）

2017年 4月 8日公示地址位于南召县南河

店镇延岭沟村，经实地勘察所建位置不符

合建设加油站条件，现将地址变更。

变更后详细地址：南召县南河店镇大

王村苗庄组 X007 路西侧，占地系建设用

地，符合建造农村加油站条件。

南召县商务局

2020年 6月 16日

具体以规划指标详见规划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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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土地出让金及列

入行贿黑名单、信用中国（南阳）网站黑名

单里失信被执行人（法人）和失信被执行

人（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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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 30日至

2020年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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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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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

1.G2020-51号地块：2020年 7月 21日
15时 00分。

2.G2020-52号地块：2020年 7月 21日
15时 30分。

3.G2020-54号地块：2020年 7月 21日
16时 00分。

4.G2020-55号地块：2020年 7月 21日
16时 30分。

5.G2020-57号地块：2020年 7月 21日
17时 00分。

6.G2020-58号地块：2020年 7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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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地块具体交易时间以河南

省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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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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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宗地。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7-63108319
联 系 人：梅晓东

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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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号）

序
号

1

2

3

4

5

6

地块
编号
G202
0-51
G202
0-52
G202
0-54
G202
0-55
G202
0-57
G202
0-58

位置

规划明山路以
东、建设路北侧

建设东路

明山路以西、B2
路以南区域

麒麟路以北、规
划区间路以西

孔明西路两侧、
明山路以区域地
块一（S1-1地块）
孔明西路两侧、
明山路以区域地
块二（S2-1地块）

面积

9151.5平方米
（13.727亩）

27898.8平方
米（41.848亩）

17887.3平方
米（26.831亩）

47254.78平方
米（70.882亩）

7860.8平方米
（11.791亩）

5217.6平方米
（7.826亩）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90%）、
零售商业（10%）

城镇住宅
（85%）、零售商业和

餐饮（15%）
城镇住宅

（85%）、零售商业和
餐饮（15%）
城镇住宅

（93.5%）、零售商业和
餐饮（6.5%）
城镇住宅

（80%）、零售商业和
餐饮（20%）
城镇住宅

（80%）、零售商业和
餐饮（20%）

容积率

3.0<=容积
率<=5.8

3.5<=容积
率<=5.5

3.0<=容积
率<=5.0

1.0<=容积
率<=2.1

3.0<=容积
率<=6.0

3.0<=容积
率<=6.4

建筑
密度

不大于
30%

不大于
55%

不大于
30%

不大于
35%

不大于
30%

不大于
30%

绿地率

/
不小于
30%

不小于
35%

/

不小于
30%

不小于
30%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零售商业用地 4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零售商业和餐饮 4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零售商业和餐饮 4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零售商业和餐饮 4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零售商业和餐饮 40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零售商业和餐饮 40年

有无
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起叫价
（万元）

1623

14140

5098

2963

7220

4935

保证金
（万元）

325

4242

5098

2963

1444

987

加价幅度
（万元）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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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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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 琼

公共机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力量，各级党政机关既是能源资源的消

费者，又是节能环保政策的制定者、执

行者、监督者、示范者。近年来，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各级领导对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公共机构特别是党

政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有效的实

际行动，广泛开展绿色创建活动，走在

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前列。

市机关事务中心作为全市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的主管部门，不断强化领

导，狠抓落实，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呈现齐头并进之势。为切实增强对公

共机构节能工作的了解和认识，近日，

市机关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周光聚

就此接受了采访。

问：目前公共机构节能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请介绍一下公共机构

节能的重要意义。

答：根据《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规

定，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

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现有公共机

构 3388个，用能人数约 263万人。公共

机构特别是党政机关是经济社会活动

的管理中枢和全社会节能节约的倡议

者、组织者、领导者，担负着推动、指导

全社会节能的重任。党政机关带头节

约资源，不仅对控制和降低资源消费增

长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而且将对引导

和推进全社会节约资源起到积极示范

效应和导向作用。只有公共机构带头

节约能源资源、注重环境保护，才能引

导全体国民提高节能和保护环境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节能环保氛围，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跨过关键期、攻坚期、

窗口期。

问：每年六月是全省节能宣传月，

请问今年节能宣传月活动有哪些主要

内容？

答：今年是全国节能宣传周 30 周

年，根据省事管局、省发改委《关于组织

开展 2020年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月活动的通知》（豫事文〔2020〕75 号）

和南阳市公共机构节能年度工作安排，

市机关事务中心在 6月 8日至 7月 8日
组织开展以下三项活动：组织主题宣传

活动；开展能源紧缺体验；组织参加河

南省网上节能知识竞答。各县市区、市

直各单位要根据本地、本单位实际情

况，开展多种形式的节能宣传活动，积

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和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价值观，营造浓厚的节能氛围，推

动公共机构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工作和生活方式，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低碳行动，培育引领低碳新风尚。

问：近年来，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

作开展情况如何？

答：“十三五”以来，全市各级公共

机构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会议精神，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建

设节约型机关为目标，强化监管、狠抓

落实，持续推进节约能源资源深入开

展，全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和环境

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南阳市机关

事务中心等 3家单位荣获“国家级节约

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荣誉称号，南阳

市统计局等 3家单位荣获“省级节约型

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荣誉称号，2017
年、2018年、2019年我市连续获得全省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优秀。我市公

共机构节能工作的措施、成效被收录入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经验集锦。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

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依然面临一些困

难和问题。一是基础工作仍然存在薄

弱环节。二是繁重的节能改造任务与

资金困难之间的矛盾凸显。三是日益

增长的用能人数和设备的刚性需求与

不断降低的能源资源消费总目标和强

度矛盾突出。四是各县市区节能工作

发展不平衡。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

大功夫，不断推动全市公共机构节约能

源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水平。

问：2020 年重点抓好哪些工作？

答：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今年

全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的目标

是：以 2015年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

实现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11%、单位建

筑面积能耗下降 10%、人均用水量下

降 14%。

今年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

大力抓好节能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开

展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和公共机

构节能宣传月活动。二是大力推进节

约型机关创建工作。要求今年县级及

以上党政机关创建达标率为 25%，2021
年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创建达标率为

50%，到 2022年，全市 70%的县级及以

上党政机关达到创建要求。三是大力

推进节能改造工作。根据《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明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2020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豫

政〔2020〕7 号），以创建节约型示范单

位和节约型机关为抓手，统筹推进全市

公共机构通过自筹资金、合同能源管理

等多种形式进行节能改造。四是大力

推进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工

作，努力实现“县县有示范”的目标。五

是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实现党政机关、学校、医院

等公共机构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六是继续强化能耗数据统计工

作。及时调整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名录

库，组织开展能耗统计数据督导和质量

抽查工作，逐步提高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率，继续指导各县市区加快能耗监测平

台建设。七是全面推进制度标准建

设。加快推进公共机构能耗定额管理，

进一步规范节能考核评价、能耗统计、

节能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节

能宣传培训工作流程，推进公共机构节

能管理制度化、规范化。②4

推动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高质量发展
—访市机关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周光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任

磊）日前，南阳山水同业组织

市内 50 多家旅行社负责人赴

西峡恐龙遗迹园、老界岭等景

区考察、踩线。

西峡恐龙遗迹园为国家

5A级景区，景区有恐龙蛋化石

博物馆、恐龙蛋遗址展馆、动

感 4D影院，以及以展示地球沧

海桑田变化和生物复杂演化

主题的时空隧道。今年，景区

新增加的高空玻璃水滑项目

一经面世便受到游客欢迎。

全长 980米的恐龙园高空玻璃

滑漂，设计两个 360 度超级大

回环，游客乘坐皮筏顺水而

下，犹如巨龙游动，沿途美景

尽收眼底，令人惊叫连连、流

连忘返。配套设置的声控恐

龙，把“穿越白垩纪”的梦想完

美演绎到极致。

老界岭景区为国家 5A 级

景区，由情人谷、仙人谷、日月

谷及界岭主峰四大景区和老

界岭避暑山庄、老界岭索道组

成。景区内群山叠翠，林海苍

茫，四季景色异彩纷呈。景区

近期在老子广场区域新增加

了夜游项目，不仅有流光溢彩

的灯光秀，还有水秀、建筑光

影秀、巡游等互动项目，更有

独具特色的“回眸一笑”夜间

演艺，配套 VR、AR技术全息投

影，水幕舞台音乐节，纱幕情

景剧等特色剧场，让游客在体

验老界岭森林氧吧的同时，放

慢脚步，放松心情，享受老界

岭的美妙之夜。

多家旅行社负责人均表

示，将加大西峡旅游景点宣

传，合理结合特色项目，推出

更多精品线路，为即将到来的

暑期市场预热，让更多的游客

到西峡旅游。②4

我市多家旅行社考察西峡景区我市多家旅行社考察西峡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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