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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广海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局提
出广海佳苑（二期）地块局部规划调整的申请。该
项目位于洛龙区提驾庄街 6 号。建设用地面积
14771㎡，现调整如下：

1.建筑功能调整：原4号楼住宅底部两层商业
网点取消，现底部两层功能调整为住宅。

2. 高度层数调整：原 3 号楼住宅地上 27 层，地
下1层，建筑高度78.75米，现调整为3号楼住宅地
上23层，局部24 层，地下1层，建筑高度67.15米，
局部建筑高度70.05米。原4号楼住宅地上26层，
地下1层，建筑高度78.00米，现调整为4号楼住宅
地上住宅 25 层，局部 26 层，地下 1 层，建筑高度
72.95米，局部建筑高度75.85米。

3. 住宅户型调整：原 3 号楼住宅户型由 76.64

㎡、121.48㎡调整为现87.59㎡、138.34㎡；原4号楼
住宅户型由141.38㎡、135.34㎡、102.23㎡调整为现
88.30㎡、149.42㎡。

4. 规划指标调整：与原经济技术指标比较，现
报建指标变化如下：住宅建筑面积增加1841.33㎡；
商业建筑面积减少2786.01㎡；新增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建筑面积205㎡;新增物业管理用房431㎡；
新增变配电室建筑面积210㎡;建构筑物占地总面
积减少 779㎡；建筑密度减少 2.6%；绿地率增加
1.6%；规划居住户数减少18户；新增集中绿地面积
680.10㎡。

5.新增地上变配电室：原地下变配电室根据电
力部门要求需要全部取消，故新增一处地上变配电
室，设置在2号商业首层。

现依法在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1日
在项目现场将调整后规划设计方案同步予以公示。

本局认为该规划内容可能涉及他人利益，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本局现
按程序发布听证公告。请广海佳苑（二期）3号楼、4
号楼、2号商业的利害关系人（年满18周岁，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和相关证明资料（房屋契证或购房合同）正本、复印
件，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7月1日17时前
向本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
放弃听证权利，本次听证会不受理电话、邮件、电子
邮件和其他形式的申请，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9-61277707
联系地址：伊滨区科技大厦6013办公室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许可听证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7月2

日15时，在雅香金陵大酒店天
燕厅公开拍卖：洛阳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部分闲置房产。凡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
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
买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实地查看
标的，并于 6 月 29 日 17 时前
向洛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交纳
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套（以实
际到账为准，不成交者全额无
息退还），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预展时间：6月24日至6月27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5000644940

13937993171
河南德惠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丁力将洛阳农商银行

股金本丢失，股金账号：

06700000000000018，凭

证号码：00001450002789

91，声明作废。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洛龙分局
建设项目公示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洛阳供电公司申请

办理洛阳市区经开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

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与用地规划许可证。

根据国家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洛龙分局现将有关事宜

公示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洛阳供电公司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洛阳市洛龙区

龙门大道与南山大道交叉口东南角，选址范

围东至用地界，西至用地界，南至用地界，北

至规划路 。建设用地面积约10.98亩。2022

年1月18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编制了该

项目的工作计划（豫电发展〔2022〕21号）。

三、用地性质：供电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洛龙分局 65156866 61186653

今年以来，偃师区纪委监委从严从实加强对
纪检监察干部教育监督管理工作，通过常态化教
育、规范化管理、预防性监督，着力提升纪检监察
干部廉洁履职能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

“纪检监察铁军”。
该区纪委监委突出党建引领，通过“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引导纪
检监察干部筑牢廉洁防线。以组织生活会为载
体，对照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例，深入开展
自查自纠，收集对照检查材料121份，查摆问题
173个，督促党员干部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
“我们注重抓早抓小，从上下班纪律、请销假

报备、会风会纪、工作作风等方面入手，加强对机
关作风的日常监督检查。”该区纪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区纪委监委机关以开展“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载体，以严的要求、硬的措施，持续抓
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除此之外，该区纪委监委严格落实“四个提
醒”制度，通过开展岗前任前提醒、执纪办案提
醒、苗头性隐患提醒、“八小时”以外提醒，为纪检
监察干部廉洁履职敲响警钟。 （张晓炎）

高标准严要求锻造“纪检监察铁军”

今年以来，新安县纪委监委以“三个更加突
出”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广大干部敢于
担当、善于作为，进一步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更加突出“保护”。成立宣讲团对《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激励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若干措施》
等相关文件进行巡回宣讲，抓实氛围营造；出台

《关于建立干部激励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抓
实严管厚爱结合；出台《澄清保护党员干部工作
制度（试行）》，严厉打击诬告陷害行为，抓实澄清
保护。

更加突出“治理”。围绕重点工作，成立专项
监督检查组，持续加大对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的查处
力度，同时，常态化开展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治理，及
时介入粮食系统及供销社系统“三清两建”、重点项
目建设等专项整治工作，树立正确执纪导向。

更加突出“创新”。结合工作实践，出台《考
验性问责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考验性问责使
用范围、考验时限，对负有责任的相关单位和党
员领导干部能够在整改期内整改到位、经回访效
果良好的不再予以问责，未能进行按期整改或造
成不良后果的重启问责机制。（李玉 王辉）

三个“更加突出”激励干部敢担当善作为

21 日，洛报融媒记者从洛阳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应对即将到来的
强降雨天气，洛阳交警部门已制定应急
预案，做好应对准备。

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控制调度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强降雨天气到来
时，洛阳交警部门将根据降雨等级，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工作专班将在指
挥控制中心值守，指挥全市交通保障
工作。

全市各交警大队将根据各自的应
急预案，在路面开展巡逻管控工作。一

旦发现道路积水影响通行，交警部门将
及时对相关道路采取相应的交通管制
措施，并设置引导分流标志，现场指挥
车辆、行人绕行。同时，交警部门还会
第一时间将道路积水、管控信息通过媒
体、高德地图和互联网平台发布。

交警部门提醒，雨天是交通事故
的高发天气，市民出行要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

雨中行车，地面湿滑，驾驶人视野
清晰度下降，轮胎会因路面雨水附着而
摩擦力下降，容易造成轮胎侧滑。所

以，雨天行车应注意观察、控制车速、轻
踩刹车，减少变道、超车；转弯时要提前
减速，保持比平时更远的跟车距离；需
要急刹车时，要控制好方向，不要边转
方向边刹车，那样容易侧滑。

行车遇到积水的路段需要谨慎，一
般是低速直线前进，涉水时不熄火、不
停车。万一车辆熄火，不要立即启动，
防止将水吸入发动机。如果水位超过
排气管，需要绕行。

洛报融媒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刘
成伟

洛阳交警部门已做好应对强降雨天气的准备——

降雨影响通行，相关路段将被交通管制

昨日，洛报融媒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近
期，我市在境外及上海等地来（返）洛人群中多次
发现复阳情况，输入风险仍持续存在。

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6月20日0时至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28例，本土病例9例。对此，洛阳市疾控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专家朱鑫说：“虽然本土感染者整体
呈下降趋势，但境外输入病例一直维持在高位。
且随着国外疫情防控措施逐步放宽，入境人员增
多，输入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对洛阳来说，境
外返洛人员在隔离期间出现阳性及复阳情况也
不鲜见，今年以来已有多例报告。”朱鑫说，最近
几个月，境外来（返）洛人员每月约有500人，仍
有极大输入风险。

与此同时，市疾控中心与社会面核酸检测点
在常规筛查中监测到，近期从上海来（返）洛人员
同样出现多起复阳情况。其中，6月8日1时许，
我市一城区医疗机构发现一例疑似阳性报告，该
机构遂紧急向所在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当
日凌晨，我市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并采取相应管
控措施。

先期接受流调时，相关疑似阳性感染者称于

6月5日返洛，且过去14天只有山东旅居史，抵
洛前已向目的地社区报备，抵洛当晚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抵洛次日因嗓子出现不适向社区报
备，到发热门诊就诊未见异常。7日，其再次做
核酸检测时发现异常。

看似行程没有异常，但今年4月，其在上海
居住期间曾因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被送至当地方
舱医院，治疗18天后达到出院标准。因出院后
到过山东等地，6月5日返洛时其行程卡（只显示
过去14天行程）已无上海行程记录，返洛后其也
未再提及该行程。

万幸的是，当天市疾控中心经过复检，其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对当事人进一步落实医学观
察，我市同步解除其他管控措施。

“相关报告显示，复阳导致的继续传播并不
多见，在传播中并不起很大的作用，不过也并非
绝对。患者复阳说明其体内的病毒存在低水平
的复制，虽然其传染性很低，但仍可能有传染性
和传播风险。”朱鑫说。也正因此，市疾控中心发
出郑重提醒：有过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有新冠
肺炎病史的来（返）洛人员，除了落实常规的报
备、检测及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举措外，如出现
阳性感染者相关症状或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应主
动向发热门诊、核酸检测点等介绍过去3个月的
旅居史和既往病史；相关哨点单位和检测机构也
要注意询问甄别，以便快速应急处置，及时阻断
疫情传播。

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梁秀梅

今年以来，境外和上海等地来（返）洛人员，出现多起复阳情况，
市疾控中心发布重要提醒——

相关重点人群如出现身体不适
请及时报告过去3个月旅居史和既往病史

洛阳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

未来一周，
我市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

21 日 15 时，市气象局发布重
要天气报告，通报未来一周全市降
水情况及影响建议。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
北抬和高空低槽东移影响，22 日
下午到 23 日，我市将有一次降水
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对
流性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8 级～10 级）、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主要降水时段在 22 日傍晚到
23日。

26 日，副热带高压再次西伸
北抬，与西风带东移低涡共同作
用，从26日开始，我市将出现一次
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需重点
关注强降水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做到抗
旱防汛两手抓。

眼下洛阳正值汛期，为应对即将出现的
降水天气过程，我市城市管理部门提前部
署，目前城市隧道、泵站、地下空间、易涝路
段等区域和点位，值守人员和防汛物资均已
配备到位，市区一旦出现强降水，各责任部
门将按《洛阳市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进
行有序处置。

洛阳市政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
严格落实“人等雨”制度和“四级预警响应”
措施，目前市区范围内重点监控的易涝路
段、地下人行通道、隧道和涵洞均安排有专
人24小时值守，各类警示装置、沙袋和排水
设备也已配备到位；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要求值守人员在强降水到来前检查雨水
口箅子和井盖、安放警示架，做好增大收水
量准备。当路面积水超过30厘米时进行交
通管制，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此外，我市
城市管理部门采购的大型“龙吸水”和应急
发电车等设备也已准备就绪，可随时调度到
需要的现场。

泵站在城市排水防涝中起着重要作用。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早在今年 4
月底前，全市所有排涝泵站均已完成全面检
修和清淤工作；目前城市区50座排涝泵站严
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200台水泵总排水
能力达到每秒140.77立方米，河道沿岸雨水
管网闸门也已进入预开启状态，可保证随时
打开，保障市政道路雨水顺利排放。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市城市管理局加强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在全省率先组建了13支
执法应急救援队伍、10 支排水防涝专业队
伍，以及供水、供气、供热、供电等城市生命线
工程专业抢险队伍和园林绿化、路灯照明、环
卫等城市运行抢险队伍，确保出现汛情时可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作业。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局不
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自今年4月
起，已组织城市隧道排水、雨水泵站断电抢
修、自来水管道断裂抢修、污水处理厂电力
抢修、燃气管道泄漏抢修、垃圾填埋场除险
等各类城市防汛应急演练 40 余次，通过加

强应急演练、全流程推
演、全要素配置、全
链条实操提高实
战能力，确保城市
区安全度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牛鹏远 通讯
员 胡惠娟

严阵以待，确保城市区安全度汛
相关链接▶▶

●天气预报

●影响与建议

22日（周三）

多云到阴天，有分布不均
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新
安、孟津、宜阳、洛宁、栾川、嵩
县）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气温27℃到38℃。

23日（周四）

阴天到多云，有分布不均
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栾
川、嵩县、汝阳）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 25℃
到37℃。

21 日到 25 日，我
市仍有持续高温天气，
需关注其对电力、交通
和群众生产生活的不
利影响。

洛报融媒记者 牛
鹏远 通讯员 郭铭博

22日下午到23日的降水过程伴有
分散性强对流天气，需关注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及次
生灾害的影响。

26日开始，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
强降水天气过程，需关注强降水及其引
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

24日（周五）

晴 天 间 多 云 ，气 温
25℃到40℃。

25日（周六）

晴天到多云，夜里南部
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
27℃到39℃。

26日开始

洛阳市还有一次明显
的强降水过程，由于预报
时效较长，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请关注最新预报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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