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外 招 租
河南轮胎集团医院（光亚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有一栋五层楼，面积约 1500 平方米，现

对外招租，有意者请与柴先生联系。

电话：13939188411

光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0年6月29日

关于修武县远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换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河南监管局的批准，修武县

远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已换发，具
体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修武县远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地址：修武县特色商业区青龙大道与丰收路交叉口

西南角院内
代理险种：承运人责任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编码：41082168076125900
流水号：0704676
有效期至2023年6月8日
负责人：冯宪
特此公告

修武县远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公 告
由于太原至焦作铁路河南段（中站区、解放区）需在人民

路与怡光路交会处到店后村北口进行施工，2020年6月29日
至2020年7月1日期间封闭路北一侧单行车道，2020年7月2
日至2020年7月6日期间封闭路南一侧单行车道，2020年7月
7日至2020年7月10日期间封闭道路北一侧单行车道，2020
年7月11日至2020年7月15日封闭道路南一侧单行车道。届
时施工路段为了交通安全将进行导改，过往车辆根据施工警
示标志行驶。施工区域，限速行驶。对于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焦作市铁路建设协调办公室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关于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因原兼业代理许可证到期，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

南监管局审批，温县瑞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换发了《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温县瑞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郑东风
营业地址：温县子夏大街北段东侧（河务局北路口向东300米路北）
经营区域：焦作地区
代理险种：承运人责任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编码：41082577514974000
联系电话：（0391）6162877
邮编：454850
许可证流水号：0704667
许可证有效期：2023年6月7日
成立日期：2005年6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6月9日

各位业主：

百大嘉苑14号楼已具备交付条件，将于2020

年6月29日、30日两天办理交房手续。请您在约

定的时间内携带购房合同、缴款凭证、本人身份

证及复印件、家庭成员和本人近期照片以及需缴

纳的相关费用，前往百大嘉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

交房手续。如您还有其他疑问，请致电百大家和

物业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391）2317222。

特此通知！

焦作市世友科教仪器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百大嘉苑交房通知

尊敬的焦作建业春天里3#、5#、9#楼业主：
焦作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焦作建业·春天里项

目3#、5#、9#楼现已竣工，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已具备交房条
件。现定于2020年6月30日在焦作建业·春天里物业服务中心
正式开始交房，请各位业主注意接收EMS邮寄的交房通知书以
及电话、短信通知，并携带好相关资料及费用办理交房手续。

交房开始时间：2020年6月30日9时。
交房地点：焦作市人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西150米路北建

业·春天里物业服务中心。
咨询热线：（0391）8797777
祝业主们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特此通知！

焦作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焦作建业·春天里3#、5#、9#楼交房通知

本报讯（通讯员靳秋、李梦稞）今年6月25日是
第30个全国“土地日”，焦作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紧紧围绕“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的主题，
精心策划，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

6月24日上午，焦作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在龙
源湖广场举行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该中心设置
了宣传点，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册、提供咨
询服务等形式，宣传土地管理保护、土地征收、节约
集约用地等相关知识。这次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 5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政策咨询 30 余人
次，发放“土地日”宣传纪念小礼品100余件。

焦作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通过这次活动，向市
民宣传了自然资源政策法规，引导社会公众牢固树
立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理念，切实增强了全
民共同关注土地资源、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
地、建设生态文明的意识，营造了珍惜和合理利用
土地资源的良好氛围，为土地保障发展与生态文明
建设协调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焦作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展第30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焦作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开展第30个全国“土地日”宣
传活动现场。

张 涛 摄

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焦国土网挂【2020】4号

经焦作市人民政府批准，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注：竞买人参与JGT2020-21、22号宗地的竞买
时，须同时参与JGT2020-21、22号两宗地的竞买，缴
纳两宗地的竞买保证金，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相关规
划设计要求执行，并由山阳区协助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监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但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囤地炒地以及不履
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存在土地其他违法违
规现象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国裁判文书
网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不得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
易，即通过焦作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
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
均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仅

限于网上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为无底价挂牌。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出
让管理办法》《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
者可登录焦作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zyjy.
jzgtzy.gov.cn）查询。凡是办理数字证书的申请人可于
2020年7月27日17时前，在网上浏览或下载出让文
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申
购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8时至2020年7月27日17
时，报价时间为：

JGT2020-1号：2020年7月20日8时至2020年7
月29日11时；

JGT2020-21号：2020年7月20日8时至2020年
7月29日16时；

JGT2020-22号：2020年7月20日8时至2020年
7月29日17时。

六、申请人应当在挂牌报名截止前登录焦作市
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并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
并支付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
27日17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过程
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391）8786228 陈先生（焦作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0391）3568876 王先生（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0391）8786299 郭先生（焦作市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89号阳光大厦B座焦作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391）8786299
联系人：徐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地址：焦作市焦东南路3188号焦

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A402室
八、本公告同时在其他网上发布，查询网址为：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www.jzgtzy.gov.cn）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jzggzy.cn）
九、本次挂牌出让情况如有变动，以中国土地

市场网、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焦作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焦作日报上发布的变更公告
为准。

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9日

宗地
编号

JGT2020-1
号

JGT2020-
21号

JGT2020-
22号

备注

土地坐落

山阳循环产业集
聚区规划八路南
侧、寺林路西侧

山阳区长恩路东
侧、新安路南侧

山阳区山阳路西
侧、新安路南侧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5%。

出让面积

21861.7㎡（合32.79
亩）

23726㎡（合35.59亩）

13638㎡（合20.46亩）

土地用
途

工业

商住

商住

使用
年限

50年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容积率

＞1.2

≤2.5

≤3.0

建筑
密度/系数

（%）

＞60

≤20

≤35

绿地率
（%）

≤20

≥35

≥25

起挂价
（万元）

626

14451

9368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26

2890

1874

招 租
位于市人民路中段的报业·国贸办公用房

对外招租。该房屋已装修，水、电、中央空调等

齐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0391）8797661

13939170006

联系人：裴先生

今年6月是全国第19个“安全生
产月”，焦作中裕燃气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焦作中裕”）紧紧围绕“消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主
题，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安
全生产月宣传工作，营造“人人想安
全、人人讲安全、人人管安全”的氛
围，扩大燃气安全宣传覆盖面，增强
全民燃气安全意识，推进我市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镜头一：
积极部署安全生产月活动
5月30日，焦作中裕组织召开2020年安全

生产月活动会议，会议对安全生产月重点工作
进行部署，要求各部门紧紧围绕“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主题，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化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营造

“人人想安全、人人讲安全、人人管安全”的
氛围，扩大燃气安全宣传覆盖面，增强全民燃
气安全意识，推进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发展。

镜头二：
组织全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焦作中裕组织全员参加 2020 年安全生产

月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专题讲座上，消防专家
图文并茂地讲解了近年发生的多起重大火灾事
故案例，给员工敲响了警钟。让员工深刻认识

到消防安全是一项全社会的工作，人人都要牢
记消防安全，消除火灾隐患，杜绝火灾事故的
发生。

此次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增强了员工的
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员工面对消防灾害时
的应急处置能力，对防范火灾隐患、面对险
情及时自救、有效降低事故损失起到了积极
作用。

镜头三：
政企携手送安全上门
6月1日，焦作市应急管理局携手焦作中

裕走进山阳区艺新街道艺新社区，开展 2020
年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焦作中裕在活动现场设置燃气安全咨询
台，向社区居民发放燃气安全宣传手册，宣传
安全用气常识，强调燃气具超期使用的危害性
和购买燃气保险的重要性，解答用户更换安装
波纹管等问题。这次活动，增强了用户安全用
气意识，引导用户规范用气，切实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镜头四：
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及培训测试
6 月 10 日，焦作中裕组织公司高管、中

层、班组长以及安全员共 70 余人集中观看了
2020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以及近年来各重
点行业领域的典型事故案例视频。同时，对大
家进行关于《中裕燃气安全生产禁令》内容的
考试，增强大家的安全管理意识。这次活动让
大家深刻认识到，只有杜绝麻痹思想，严守安
全红线，才能筑牢安全防线。

镜头五：
创新学习求改变
行动学习与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的学习形

式与工具，激发了焦作中裕全体人员更多的思
维模式与理念，促使大家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
析各生产运营环节常见风险隐患以及应对措施。

在6月的第一周，焦作中裕根据2020年安
全生产月活动安排，积极组织各部门将安全运
营相关议题专项行动学习推向深入，让更多的
基层运营人员参与进来，通过学习掌握行动学
习内涵与要求，充分激发和调动每位参与者自
我反思、积极分享、追求创新的热情。

镜头六：
燃气安全走进千家万户
6月18日，在2020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

日活动现场，焦作中裕同焦作市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支队、防灾减灾中心等
焦作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宣
传安全常识。

活动现场，焦作中裕通过设置展台展板、
发放宣传手册、提供用气咨询等方式，全面开
展燃气安全宣传，热情解答市民的疑问，向市
民宣传燃气安全使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引
导市民安全用气。

此次活动发放宣传手册300余本，宣传服
务300余人次，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进一
步提升燃气用户安全用气意识，得到广大用户
和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

镜头七：
组织应急抢险演练，彰显企业责任

担当

6 月 22 日至 23 日，焦作中裕客户服务
部、车用气管理部、生产运营部、原阳公司
进行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

针对当前安全运营管工作重点，客户服务
部组织开展了乡村煤改气用户户内燃气泄漏爆
燃事故应急处置演练；车用气管理部组织开展
了小尚加气站LNG泄漏应急处置演练；生产运
营部组织开展了中压燃气管网第三方破坏泄漏
事故应急抢险演练；原阳公司组织开展了乡村
煤改气燃气管道突发事故应急抢险预案演练。

此次演练活动，全面展示了焦作中裕应对
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彰
显了焦作中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心怀民生稳
定供气的责任与担当。山阳区应急管理局、山
阳区城管局、山阳区安委会等单位负责人对此
次演练活动给予肯定。

——焦作中裕燃气有限公司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掠影
本报记者 朱颖江

2020 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
焦作中裕工作人员向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建虎介绍燃气安全知识。

焦作中裕安排部署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宣传工作。

焦作中裕组织召开2020年度安全生产月消
防安全知识讲座。

原阳县中裕户外管道泄漏应急预案演练现场。

生产运营部开展的第三方破坏燃气管网泄漏专项应急演练。

参加应急演练的工作人员整装待发。

应急演练中，工作人员截取更换被第三
方破坏的燃气管。

调查评估人员现场检查安全情况。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蒋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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