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东新区龙湖
区域郑政东出〔2018〕24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联合发布公
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8〕119号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储备土地。
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
件意见书》，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
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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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有底
价挂牌方式出让，低于底价不成交，住
宅用地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
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
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郑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
交易限价竞买工作的通知》（郑政办
〔2017〕8号）及《郑东新区国有建设用
地（住宅）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
综合房价实施细则》（郑东文〔2017〕
24号）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18年12月18
日至2019年1月6日。申请人需办理
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
网 http://www.zzsggzy.com/“ 办
事指南”窗口），登陆郑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交易系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
览公告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2019 年 1 月 7 日至
2019年1月21日9时。缴纳竞买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17
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它相
关资料（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到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502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

结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需
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2个工作日内到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东龙大
厦）1008室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
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

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
〔2016〕60号）、《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
挂牌交易限价竞买工作的通知》（郑政
办〔2017〕8号）及《郑东新区国有建设
用地（住宅）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
竞综合房价实施细则》（郑东文
〔2017〕24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

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
挂牌出让文件。

（四）郑政东出〔2018〕24号（网）
宗地需使用复垦券49.572亩，土地竞
买人参与该宗土地竞拍需持有复垦券
不少于该宗地需使用复垦券面积的
30%（14.8716亩），待土地竞拍结束
后，竞得人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挂钩办办理相关手续。

七、联系方式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东龙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371-67179410
联 系 人：温先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

路与工人路向西100米路南新蒲大厦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赵先生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
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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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6

关键词 小程序骗局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冬天早起对不少人来说
是个挑战，不过，一个叫做

“早起挑战团”的微信公众号
却让一些平时不愿早起的人
打破了常规，并在部分人群
中迅速流行。所谓的挑战就
是“早起签到”——每名用户
只要交一点保证金，每天早
上按时用手机签到，就可以
瓜分没有签到的人的保证
金。不仅能督促自己早起，还
能赚钱，表面上看，这是个两
全其美的小程序，但事实是，
嫌疑人却通过修改后台数据
和签到规则，在保证金上做
手脚，进行诈骗。据警方初步
查明，此案的涉案资金三千
多万元，加盟商达到了上百
家，涉及全国20个省市。

交一点钱作为保证金，
既可以刺激自己早点起床，
还可以分享晚起者被扣的
保证金。在不少参与者看来，
这个小程序不仅实用，而且
好玩。随着“早起挑战团”的
影响力与日俱增，一些参与
者开始不满足于“小打小
闹”——既然有信心不被扣
罚，为什么不多投一些保证
金，从而赚取更多收益？令他

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此一来，
正中骗子精心设置的圈套。一
方面，早起打卡的规则越来越
苛刻，总有一种规则能让参与
者无法全身而退；另一方面，
因为骗子可以随意修改数据，
参与者分享的保证金只是个
零头，更多被扣除的保证金早
就被悄悄转移。

看起来规则简单，实际
上暗藏陷阱，就是这么一个
不起眼的小程序，后台数据
显示有超过 38 万用户，其
中，不乏一人注册多个账号、
投入数万元的人。触目惊心
的数据，再一次令人看到小
程序骗局的巨大威力。实际
上，小程序骗局早已不是秘
密。今年双11期间，一款名
为“团团油”的微信小程序被
指在双11之夜以拼团方式
诈骗，引发微信群快速传播，
从而导致一起受害人数众
多、涉及金额巨大的网络诈
骗案。事件发生后，微信快速
下架该小程序，腾讯发布了

《关于处理“团团油”团购涉
嫌欺诈行为的公告》。

微信小程序有多火？马
化腾在乌镇大会透露的数
据是，微信小程序现已拥有
2亿日活用户，生态中有150

万的开发者上线超过100万
个小程序。小程序的蓬勃发
展，不仅给公众带来了巨大
的便利，同时也给不少别有
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小程序骗局屡屡发生，欺诈、

“黑贷”、假货、涉黄等内容充
斥其中，不仅使高歌猛进的
小程序陷入舆论漩涡，而且
也使行业的健康发展蒙上
阴影。当小程序暗藏大骗局
的时候，严格管理亟待提上
议事日程。

对于小程序骗局，警方
始终持严打之势，不过，警方
介入更多是事后惩戒，互联
网企业严格管理才能防患
于未然。“团油油事件”后，腾
讯表示将积极协助配合依
法处理。对于小程序骗局，腾
讯也一直持严惩态度，封号、
拉黑、配合警方是常用方式。
其实，在这些常规操作之外，
腾讯还有必要升级内部管
理，主动把好小程序安全的
头道关。在微信小程序迅猛
发展的当下，与之配套的监
管规则有必要尽快拍马赶
上，净化微信小程序的生存
环境，不仅需要执法部门及
时介入，而且离不开运营商
的主动参与。

小程序需要大监管

@努力努力再努力的CC呀：古就有老莱子娱亲、闵孝子学画。
如何孝顺父母才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等到子欲养而亲不
待就晚了！

@营口老边这点事儿：阿尔茨海默病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特
别是已经进入老年化的中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病的正
确名称，不要再用带歧视意义的老年痴呆症指代。

3年前，成都王强的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病，记忆永远停在了他的高
中时期。为让母亲放心，31岁的王强扮起高中的自己，早6点半起床，
晚9点半下晚自习，每晚穿着高中校服和母亲视频。

母亲患病记忆永远停留在十几年前
31岁男子每天穿高中校服与母亲视频聊天

（大河客户端实习编辑 徐春晓 整理）河粉儿热评

@改了名字的明明：妇女肩负着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两
副重担，与男子在客观事实上存在差异，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对
男女平等原则的必要补充，也是实现男女平等原则的有效保证。

@大吉大利董迎春：人尽其才，家国受益；男女平等，大吉大利。

@风中溜达9C：现在对女性的要求太高，据说成功的全职女性
标准是：要会赚钱养家、要貌美如花、要在职场风吹浪打、还要下班
带娃，要禁得住公婆抱怨，要忍得下婚姻法，还要协调亲戚闲话。

有报告显示，如果将照料家庭与外出工作时间统一计算，女性平均
每天要比男性工作时间长2~3小时。要实现两头兼顾，女性难免要透
支原本可专注于其他方面的精力。工作家庭两不误的困境背后，实际
上是“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并未得到彻底更新。

人民日报谈女性就业：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未彻底更新

今日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