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以规划指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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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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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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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20-73号地块：2021年 1月 20日
15时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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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特别提示

1.竞买人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宗地。

2.在公告期内，若受不可抗力影响

需暂缓拍卖活动的，将另行通知。请及

时关注中国土地市场网、南阳日报、河南

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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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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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

序
号

1

宗地
编号

G2020-
73

位置

黄河路以西、信臣
南二路以北区域

面积

107585.7平方米
（161.379亩）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用地

容积率

大于 1.0且
不大于 2.2

建筑
密度

不大于
25%

绿地率

不小于
40%

出让
年限

70年

有无
底价

有底价

起叫价
（万元）

55280

保证金
（万元）

55280

加价幅度
（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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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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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验体 验 缤纷缤纷 世世 界界 书 写书 写 七彩七彩 人 生人 生
——小小记者优秀作记者优秀作文选登文选登

我家的帮扶人是一位年轻的叔叔，他有一个好听

的名字——李书辉。他每次来到我家总是满面笑容，

像和煦的春风给人来温暖。

李叔叔总是耐心地询问我们家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关注我们姊妹几个的学习情况。他还帮爸爸报

焊工培训班，帮妈妈申报了公益岗位，还经常买一些

学习用品送给我和姐姐，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要靠

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理想。他为了我们家牺牲了许多

自己的休息时间，他的关怀如冬日暖阳一样温暖着

我们。

一个夏日的午后，树叶纹丝不动，大地像蒸笼一

样，小黄狗爬在门口的地上，伸着舌头，喘着粗气，马

路上行人稀少，柏油马路都快被太阳烤化，路旁的梧

桐叶都晒卷了，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喊“热死了、热死

了”。那天妈妈带着我到村里办事，赶到村部时，看到

李叔叔和镇里的几个干部来村里帮扶，他们在只有一

台电风扇的屋里工作，热得满头大汗，好像怎么也擦

不完似的。衣服湿透了，他们干脆脱掉了上衣加班干

活。我和妈妈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真不容易啊。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感谢千千万万像李叔叔这样

的干部。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等我长大也要帮助别

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指导老师：蔡学文）

永远的帮扶人
桐柏县埠江镇第二中心小学五（2）班 祝伟杰

在我的家里，属于我的物品有很多。而我的心爱

之物只有一个，就是那支很旧的钢笔。

这支钢笔虽然旧，但很特别。它很漂亮，身体是

黑色的，笔盖是白色的，上面印着可爱的卡通图案。

你 可 能 会 说 ，这 种 钢 笔 到 处 都 能 买 到 ，有 什 么 珍 贵

呢？我想告诉你，对于我来说，它可是一支非常珍贵

的钢笔，在它身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我刚上三年级的时候，妈妈为了鼓励我，给我买

了这支钢笔，我特别喜欢，随身携带。有一天放学时，

回到家发现我的钢笔不见了，我很纳闷。第二天到了

教室，发现我同桌正在用和我那支一模一样的钢笔。

我大声怒斥同桌：“你拿了我的钢笔！你不能拿别人

的东西！”同桌却委屈地说：“这是我自己的钢笔。”我

们大吵起来，老师及时制止，才暂时平息。接下来，我

们一连好几天都没与对方说话。

有一天我在整理书包的时候，听到“啪”的一声，

从书包里掉出来一支钢笔，我顿时红了脸，看来，是我

误会了同桌。我立刻跑出家门，拿着钢笔向同桌家跑

去，我一进门就向同桌道歉。他却说：“友谊才是最珍

贵的！”我们俩商量了一个好办法，我们互相交换钢

笔，他用我的，我用他的，让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友

谊。从此以后，我就把这支钢笔珍藏在书桌里。

对别人来说，这支钢笔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这

支钢笔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让我懂得了信任、

宽容、理解。它是我的心爱之物。

（指导老师：汤晓敏）

我的旧钢笔
市第十五小学三（6）班 陈星源

“要是我能和孙悟空过一天的话……”正在读《西

游记》的我心想。“翊帆 ,快睡觉吧！读书是好习惯，但

是不能睡得太晚。”听到妈妈的话，我放下书，迷迷糊

糊睡着了……

“快醒醒，你不是想和我过一天吗？俺老孙带你

到花果山来玩儿啦！”我睁开眼一看 ,“真是不看不知

道，一看吓一跳啊！”眼前站着威风凛凛的孙悟空，脚

下踩着金光四射的筋斗云。孙大圣后面还有宛若仙

境的花果山。“谢谢你，孙大圣！”“这有什么 ,不客气！”

接下来孙大圣带我参观水帘洞，水帘洞前的瀑布

飞泻而下 ,犹如一条银色透明的丝带。水帘洞里景色

优美，百花齐放，好像永远也没有冬天，外面云雾缭

绕，洞内生机勃勃，让人心旷神怡。

“大圣，你可否带我参观龙宫？”孙大圣答应了。

坐上筋斗云我和孙大圣很快到了龙宫，金碧辉煌的

宫殿、成群的虾兵蟹将、美丽的奇珍异宝、美味的海

鲜、五彩的鱼群……比我去过的所有景区都要好看

很多！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铃声吵醒了我，原来

只是个梦啊，如果是真的该多好啊！

（指导老师 :张 玲）

和孙悟空过一天
卧龙区实验小学四（2）班 宁翊帆

感恩批评！是你，给了我优秀的成绩；是你，给了

我奋斗的勇气和决心。

那天，考试卷发了下来，一个鲜红的“88”映入眼

帘。顿时，犹如晴天霹雳，我的笑容消失了，眼眶里满

是泪水。

回到家，妈妈看了我的试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

头，爸爸则大发雷霆，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呵斥我：“看

看你，不好好学习，终究会一事无成的！”我的眼泪滴答

滴答地落在试卷上，心中充满惭愧。我想：“我不能再

这样了。”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种下了奋斗的种子。

从那以后，我每天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课

后及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同学讨论学习，一点儿

时间也不浪费。不久班里又进行了一场语文考试。我

认真地完成了试卷，仔细检查了很多遍，信心满满地交

上了试卷。

很快，成绩下来了，我考了 98分，心里美滋滋的，爸

爸妈妈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感谢批评，因为批评是

我进步的动力! （指导老师：李 英）

感恩批评
市第二十五小学四（1）班李雨阳

今天阳光明媚，爸爸带着我去欣赏绿油油的田

野，田野里的空气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混合着泥土

的气息，让人神清气爽。

湛蓝的天空中飘着雪白的云朵，似小山、像海

浪。白杨林中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脚边，有叫

不出名的花儿从小草中探出头来，像星星般对我眨

着眼睛……

只见那挺拔的玉米像穿着绿军装的战士，个个

英姿飒爽，硕大的玉米棒像一枚枚勋章挂在他们胸

前。芝麻长得和我差不多高了，细长的秆上开出了

粉白色的花朵，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唱歌，细

细一闻，还有一股甜甜的味道。花生叶墨绿墨绿

的，昭示着丰收的希望。

叮铃铃……一阵绵长悠扬的铃声传入耳畔，只

见远处的小河边，茸茸的草地上，一群黄牛正低着

头啃着美味的青草，不时有牛昂起头来发出一声声

满足的欢叫声，声音是那般舒展悠长，伴着叮咚的

河水传向远方。望着绿茵茵的大地，嗅着迷人的芳

香，听着田间地头那美妙的乐曲，童话般的镜头在

我心里荡漾！ （指导老师：高美婧）

乡 村 的 田 野
市第五小学二（1）班 黄少威

南阳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智圣——诸葛亮神机妙算三分天下；医圣——

张仲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商圣——范蠡商以致富

成名天下；谋圣——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消灭商纣建

立周朝；科圣——张衡发明地动仪、浑天仪人人敬

仰。南阳近代还涌现出了哲学家冯友兰，军事家彭

雪枫，作家姚雪垠、二月河，发明家王永民等优秀人

物，我为我们南阳有这么多杰出的人才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榜样，我

要向他们学习！

南阳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人。

南阳独山风景区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它

就像是守护神，守卫着美丽的南阳。白河国家湿地

公园好似一条银丝带，垂柳依依，林荫小路上悠闲

散步的人们心旷神怡，白河穿城而过，是南阳的一

颗掌上明珠，清澈平静的河水像一面镜子，一阵微

风拂过，河面波光粼粼，美丽极了，河面上亭子船、

鸭子船划来划去。这是我经常嬉戏游玩的地方，给

我留下了童年的记忆！

南阳，我爱你，我永远忘不掉的地方。

我 心 目 中 的 南 阳
市第三十二小三（5）班 薛佳音

去年暑假，妈妈带我去美术馆参观，一进门，

我就被齐白石爷爷画的虾吸引住了。它们是那样

栩栩如生，我在那里仔细端详了好久，在一处国画

说明介绍中，我慢慢明白了什么是国画，知道了它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国画使我感到神秘、欣

喜，让人心生向往，想要学习国画的种子在我心底

悄悄萌芽。

于是，回到家中，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国画班试

听。试听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画小红果。老师首

先拿出一支毛笔，很熟练地蘸了一点儿墨，在宣纸

上灵活地摆动着，不一会儿，一个个可爱的小巧的

小红果就跃然纸上了。我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

可是我的小红果一个个东倒西歪，说圆不圆，说方

不方。老师微笑着走到我身边，一边握着我的手

一边说：“要中锋行笔，然后轻、重、再转。”我疑惑

地试了一下，果然成功了！虽然弄得我满手是墨，

但还是很高兴。当妈妈问我要不要学习国画时，

我欣然答应了。

到目前为止，我学习国画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了，每节课我都认真听讲，努力学习。慢慢地，我

的画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和表扬。我把之前画的小

红果拿出来和现在画的比，真的有很大的差别，一

幅又瘦又小又干巴，另一幅圆润、饱满又逼真，真

想咬上一大口。现在，我已经彻底爱上了国画！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不断学习，我的国画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画让我在淡淡的墨香里享受

绘画的乐趣，让我在勤学苦练中享受成功的喜悦。

（指导老师：华 倩）

学 国 画
市第十五小学四（11）班 赵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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