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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大自然资告字〔2019〕9号

经大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4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此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宗地编号

220882006053GB00003

220882006020GB00003

220882001201GB35003

220882001201GB35004

宗 地 位 置

大安市两家子镇
东至耕地、南至道路、
西至道路、北至道路

大安市两家子镇
东至洵佶粮贸公司、南至空地、

西至空地、北至道路

东至嫩江街、南至德胜路、
西至I-18-2-01、北至I-18-2-04

东至I-18-2-01、南至德胜路、
西至鸿雁服装厂、北至I-18-2-04

土地
用途

仓储
用地

仓储
用地

商住
用地

商住
用地

出让宗地
面积（㎡）

32413.00

84497.00

2520.62

460.15

容积率

≧0.45

≧0.45

≦2.67

≦4.47

建筑
系数（%）

≧30.00

≧30.00

≦33.60

≦52.50

投资
强度

（元/㎡）

--

--

2400

2400

出让
年期

50

50

40、70

40、7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50

300

65

10

准入
产业
类别

农业
服务业

农业
服务业

房地
产业

房地
产业

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既可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9月30日，到大安市自然资源局308室获取。
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9月30日，到大安市自然资源局
308室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30
日15时。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我
局将在2019年10月1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此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大安市自然资源局一楼；地块挂牌时
间：2019年10月2日9时至2019年10月10日15时；揭牌时间：2019年

10月11日15时。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我局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如下：
联系地址：大安市自然资源局308室
联系电话：0436-5224574
联 系 人：毛喜峰 丁皓
开户单位：大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 户 行：大安惠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1040180121015200001991

大安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11日

我公司于2014年至2019年期间委托库点开展中央
事权粮食收储业务，截至2019年8月30日，存储于下
列企业的中央事权粮食已全部出库，我公司与下列企业
的委托关系已经终止。2019年8月30日起，下列企业
后续的自主经营行为与我公司无关。

企业名称：白城洮北区纯阳粮库洮东分库

法定代表人：王清江
企业地址：白城市金祥乡新建村
原合作关系：委托
特此公告

中央储备粮白城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关于退出中央事权粮食收储业务库点的公告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

淮河的决定》，制定了上中下游按不同情况实施蓄
泄兼筹的方针。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
工程拉开了帷幕。

1950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
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1300多万人受灾，
4000余万亩土地被淹。7月20日，毛泽东批示：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
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
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
于1950年11月底开工。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
人员奋战在治淮工程的工地上。1951年5月，中

央治淮视察团把印有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送到了治淮委员会和
三个治淮指挥部，极大地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
气。到1951年7月下旬，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
这期工程共完成了蓄洪、复堤、疏浚、沟洫等土
方工程约19500万立方米（其中沟洫工程土工约
1亿立方米），石漫滩山谷水库一座，板桥、白沙
两处山谷水库的一部分，润河集蓄洪分水闸一
座，其他大小涵闸62处，谷坊155座。

治淮一期工程的竣工，保证了1951年淮河流
域的丰收。满怀喜悦的农民，纷纷给毛泽东写信
报告丰收情形。

1951年冬，淮河两岸人民又投入了治淮二期

工程的战斗中。1952年 7月，治淮二期工程结
束；1953年的治淮工程又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经过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国
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
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
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这是9月7日拍摄的那拉提景区风光。

那拉提景区位于新疆新源县境内，三面环山，巩乃斯河蜿蜒流过，保留着浓郁的民俗风
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 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9月9日，游客在怀来县桑园镇后郝窑村的果园采摘葡萄。
近年来，河北省怀来县引导农民改良葡萄品种，通过科学规划、重点扶持、龙头带动激

发传统产业带富能力，取得良好效益。据介绍，目前该县葡萄种植面积15万亩，年产值达15
亿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新华社重庆9月9日电（记者周
闻韬）在重庆市警察博物馆内，陈列
着一块旧手表，它的主人是公安部一

级英模——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黄
桷派出所原指导员邓瑞甫。1981年7
月的抗击特大洪水灾害斗争中，邓瑞
甫带领民警日夜坚守岗位，奋不顾
身抢救遇险群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他随身携
带的这块手表，见证着英雄牺牲的
永恒时刻。

邓瑞甫1934年出生于重庆市长
寿 区 ， 1951 年 参 加 公 安 工 作 ，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庆
市公安局北碚分局天生派出所民
警、黄桷派出所指导员。他参加公
安工作近30年，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廉洁奉公、遵纪爱民，为维护
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做出了显著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

1981年夏，重庆地区遭遇特大
洪水灾害。7月15日，滔滔洪水猛
烈上涨，洪峰淹没了大片房屋和庄
稼，黄桷地区陷入一片汪洋，邓瑞
甫的家眼看也要被洪水淹没，他断
然选择“抢救群众财产要紧”，不

顾自己严重感冒，赶到沿江一带查
看水情，维持交通秩序，组织群众
转移。

当天午夜11时多，洪水继续猛
涨，巡查中，邓瑞甫发现尖嘴地区
的一处洪水围困了80多名群众，有
的群众拥挤在水塔的石堤上，有的
爬到树杈上，有的蹲在屋脊上，一
阵紧接一阵的呼救声不断传来，情
况十分紧急。

在江面宽阔、巨浪翻滚的洪峰
中，现场仅有的4只橡皮船无法满足
救援需要。邓瑞甫决定，立即带队去
附近的农村借用木船。

午夜12时左右，邓瑞甫等人沿
着郑家溪至东阳公社先锋大队、帅家
坝江面划去，他们找到一只停在江边
的小船，拨正船头，朝尖嘴奋力划
去。16日凌晨1时10分，正当邓瑞

甫等人即将到达被困群众处时，只见
江面上电弧光一闪，随即飘来一阵刺
鼻的焦味——就在这电弧光闪射的一
刹那，邓瑞甫不幸在江面碰上高压电
线，触电壮烈牺牲。

“现在是党和人民最需要我们
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都要接受 考 验 、带好
头，为抗洪抢险做出贡献！”这是
邓瑞甫出发前留给干警们最后的指
示，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这
句誓言。

邓瑞甫牺牲后，被四川省人民
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1 年 10
月，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
范。在如今的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
局，邓瑞甫的事迹传颂至今，英雄的
精神正激励着一代代公安干警不忘初
心、奋勇前进。

抗洪抢险中献身的一级英模——邓瑞甫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邓瑞甫像。 新华社发

（上接一版）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性质决
定了“初心”，党的宗旨决定了“恒心”。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永远不能变的，是永恒的，只有永
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

从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性来
看。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党的最高纲领，也是党的“初心”。最低纲领
则根据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
实际有所不同，体现了党持之以恒、不断前进的

“恒心”。前者为后者指明前进方向，后者为前者
的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
纲领的统一，就是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方向
和道路的统一、目标和过程的统一、全面发展和
发展阶段的统一、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统一。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来看。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世界观是人们
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

们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原则、基本方
式的观点和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
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共
产主义是世界观，是“初心”；实现共产主义，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需要久
久为功，持之以恒，是“恒心”。

强调众志成城、勇于担当、乘势而上，走得
再远，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说的就是“不忘初心”。要求发扬钉钉子精
神，坚定不移地打好攻坚战，讲的就是“恒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
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充分认识“党的初心也是
党的恒心”的现实意义，持之以恒地干好中国自
己的事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上接一版）报考人数达到3100人，在省内高职
高专院校中排名第一；对口升学录取分数达到
473分，也位居同类院校之首；高考统招录取考
生中有近50%考生分数超过所在省区市本科线，
尤其是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所有考生分数均超出本
科线。

为适应更大的需求，今年医高专招生计划
投放向西部偏远省区，尤其向西藏、新疆少数民
族地区进行倾斜，为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人才
培养提供支持。

近年来，医高专在全国性生源缩减的情况
下，主动适应新形势，大胆尝试高职分类招生改
革，按照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招生专业，合理设置
各类招生规模，通过域内外广泛宣传，取得了显
著的招生效果。同时学校始终秉承“育人为本、

厚德重能、知行合一、质量至上”的办学理念，始
终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着力培养高素质
的技能型人才，努力创造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高
质高率的就业环境，成才成功的人文环境，全力
打造吉林西部和内蒙古、黑龙江等周边区域医
学教育中心和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摇篮，学校
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
毕业生深受社会和用人单位欢迎。

报到结束后，学校将按照国家高职扩招
100万的政策，根据吉林省教育厅的具体安排，
在10月至11月继续开展高职扩招专项工作，
预计将面向吉林省投放2000人高职扩招计划，
招生范围包括高中及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下
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

（上接一版）有的违规组织公款吃喝，有的私
车公养，有的借公务之机旅游，有的违规操办
收钱敛财，个别问题甚至发生在十九大之后，
是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行为。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做到自警、自醒、自重。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
重要讲话和指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增强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抵
制歪风邪气、弘扬优良作风上发挥“头雁效
应”。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保持政治定力，继续严抓严管、守土

尽责，坚决克服工作上的“疲劳综合征”，坚
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实施
办法，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谋划部署，做好对
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纠正“四风”。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紧盯重点问题，聚焦关
键少数，加强监督检查，精准执纪问责，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对顶风违纪的，依规依纪依法
从严处理；对隐形变异“四风”问题要时刻防
范，早发现、早查处。要坚持以案促改，严格
落实“一案三会”制度，强化身边案例的警示
教育功能，不断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形成强大
震慑。对发现的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快查严
处，不断净化节日风气。

白城医高专2019年新生报到人数再创新高

从“四个统一性”辨析“初心”与“恒心”的关系南京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与开放应用
新华社南京9月9日电（记者沈汝发）南京市近

日出台《南京市政务数据管理暂行办法》，推进政务
数据的整合共享与开放应用，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根据规定，政务部门应当按照统一的规定和标
准，通过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向市大数据中心归
集数据，实现政务部门间政务数据的共享与交换。市
大数据中心应当建立全市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空
间地理、信用信息、电子证照等基础数据库，与政务
部门共同建立相关主题数据库。政务部门间共享政务
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无偿共享
政务数据。

南京市同时要求，政务数据开放应当以需求为导
向，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务数据经过脱敏、
脱密等技术处理后符合开放条件的，应当开放。

根据规定，政务部门应当按照政务数据开放类
型，编制、发布无条件开放清单和有条件开放清
单，并按照开放清单将政务数据归集到市政务数据
开放平台，实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放政务
数据的统一服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获取
无条件开放清单中政务数据的，可以从政务数据开
放平台在线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