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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有几处繁华地段，长期存在
非法非机动车停车场，有人在那里违规
收费，希望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笔
者了解到，非法非机动车停车场有以下
几处：

第一处在人民路上的河南省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门两侧，东至东
里路路口，西至河南省新华书店家属院
门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辖区）。第二处在紫荆山立交桥下紫荆
山公园大门两侧（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街道办事处辖区）。这两处都是人流密

集区域，都可停放非机动车几百辆。每
天都有几个人在这两处大肆向市民强
行收取非机动车停车费。第三处在航
海路与紫荆山路交叉口东南角，地铁 2
号线与5号线的换乘站南五里堡站A出
口台阶外大片空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此
处每天可循环停放非机动车 500 辆以
上。2016 年 8 月郑州地铁 2号线开通
后，乘地铁的市民刚开始还能在此免费
停放非机动车，但好景不长，一些人开
始在此地非法收取停车费。在广大市

民斗争下，非法收取停车费行为被终
止。2017年下半年至今，又有一群人在
此空地上设置围栏和铁皮房强行收取
停车费。

上述三处非机动车停车场收费牌上
赫然写着收费标准：自行车白天每次0.5
元，夜间每次1元；电动车白天每次1元，
夜间每次2元。而郑州物价部门批准的
正规非机动车停车收费标准是自行车白
天每次0.1元，夜间每次0.2元；电动车白
天每次0.5元，夜间每次1元。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国有市政

土地上如设立正规非机动车停车场，需
经县级非机动车停车场主管单位批准
同意，非机动车停车场经营单位由县级
财政部门对外公开招标，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非机动车停车费收入全部上交
县级财政，非机动车看管人员工资由财
政支付。显然，这三处非机动车停车场
是非法停车场，强行收取非法高额停车
费并不符合有关规定。

希望有关部门深入调查，取缔违规
收费的非机动车停车场。5

郑州市民 亦民

非法非机动车停车场应取缔
□刘韬

这几天，各省在陆续公布今年

高考分数线，许多考生和家长开始

为报考而费心。同时，一些骗子也

瞄上了这个对前途充满憧憬的群

体。

2016 年，山东考生徐玉玉以

优异成绩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因

轻信一个诈骗电话被骗走近 1万元

学费。由对社会无限期待到对社

会无比绝望，心情沉重的徐玉玉突

发疾病死亡。这个高考生被骗的

极端案例，掀起了全国范围内打击

电信诈骗的高潮。

近几年来，尽管多部门联合实

施了许多高压措施，电信诈骗疯狂

肆虐的态势得到了根本性遏制，但

每年高考后，许多骗子还是蠢蠢欲

动，想方设法妄图从高考生身上捞

取不义之财。各种诈骗活动屡禁

不绝，给学校家庭社会和学生的身

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为此，教育部门、公安机关和

社会公众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防

骗工作安排部署，扩大防骗知识宣

传 范 围 ，不 给 诈 骗 分 子 以 可 乘 之

机。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做好应对：

一是扎实做好考生信息保护

工作。多数案例表明，考生信息泄

露是绝大多数电信诈骗得手的开

始。因此，教育部门要协同网络技

术部门，防止因技术或人为因素导

致考生信息泄露，让骗子无可乘之

机。要加强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

措施，把好信息源头关，最大限度

杜绝电信诈骗发生。

二是彻底做好网络信息实情

鉴别。高考后，很多考生和家长急

于了解考试成绩和报考学校，这种

需求催生出一批虚假查分网站、选

报志愿平台和高校网站。公安机

关应予以高度重视，网安部门要严

厉打击各类钓鱼网站、虚假网络平

台，将“净网”行动向高考和教育领

域延伸，确保网络安全。

三是及时公布违法违规学校

信息。每年高考之后，一些学校为

扩 大 生 源 ，擅 自 发 布 虚 假 招 生 信

息，有的超领域、超专业招生，还有

一 些 不 具 备 办 学 资 质 的“ 野 鸡 大

学”更是有恃无恐。教育主管部门

要及时查处和通报违法违规学校，

及早纠正一些学校的违法违规行

为，避免违法违规招生引发群体性

矛盾和冲突。

骗子在哪里，依法打击的触角

就要延伸到哪里；考生需求在哪里，

合规服务的行动就要贴近到哪里。

在科技信息异常发达的当下，全社

会要形成“骗子一露头，就被揪出

来”的高压态势，让那些以高考及招

录作为敛财捷径的骗子销声匿迹，

为高考招录工作创造一个安全、有

序、健康的社会法治环境。5

很多人都知道酒驾的严重危
害性及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但对
于明知酒驾依然搭乘顺风车带来
的风险，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6
月 15 日，正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搭乘酒后顺风车的赔偿案，驾车
者和乘车者均承担责任。

今年 5月 6日晚，李某与同村
的几个工友干完活在一酒馆小
聚。聚餐结束后，李某驾驶电动车
回家，路上正好碰见邻居王某打工
回来。李某便邀王某顺便乘车回
家。由于饮酒较多，车辆在行驶途
中撞到路边大树，翻到路旁的沟
里，造成王某受伤，王某住院花去
医疗费 2.37 万元。后因李某拒绝
支付王某的医疗款，王某将李某起
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和一
切经济损失。

庭审中，原告王某辩称，因为

李某酒驾导致车辆发生事故，应该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被告李
某则认为，自己好心让王某搭便车
回家，不慎发生事故，且王某明知
道其酒后驾车并没有拒绝搭车，自
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醉酒
后驾车载人，致王某受伤，李某应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王某明
知李某大量饮酒仍乘坐其所驾驶
的车辆，自身存在过错，与事故造
成的损失有直接关联，应当承担
次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李某承
担 70%的责任，王某承担 30%的
责任。

法官提醒：谨记“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同时遇到有人酒后
驾车，不要去搭顺风车，应及时向
交警部门举报。5

（正杨）

搭乘酒驾顺风车 酿成事故均担责

织起防范考生受骗的大网

近年来，广大农民群众的居住
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在一
些乡村，有的农民群众把房屋建在
乡村公路和省道、县乡公路两旁，
且多数是一排“连体”建筑。这些
房子不仅大小、宽窄不一致，而且
房屋高矮、样式也不一样。如此建
设格局看似方便农民群众出行，实
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农村路边建房多在十字路口
等地段，极易遮挡视线，若自发形
成集贸市场，会导致交通事故多
发。群众在路边乱堆建筑材料，
既影响通行，也对公路造成很大

的危害。沿路建房把公路边水沟
堵死，遇暴雨时积水无法排放，容
易造成洪涝。在两侧架设有高压
电线的公路附近建房，会给生产、
生活带来安全隐患。公路沿线建
房不但容易造成有限的土地资源
被挤占，还导致新的“空心村”出
现。而且，农民群众在公路沿线
建房时大多排成一条线，使得乡
村无法形成中心村庄，不便于管
理。

路边建房缺乏统一规划，既不
在城镇、集镇范围内，也不属居民
集中的村庄范畴，不符合乡村规划

精神和新农村建设有关要求。笔
者建议：一是国土、城建等相关部
门搞好规划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公路沿线小康村建设规划图，不
能只要土地使用证而不要规划建
设许可证就放任其建房；二是对公
路两侧的摆摊设点、私搭乱建、堆
放杂物，以及打场晒粮等行为进行
整治；三是进一步加大对违法占地
建房的查处力度，遏制侵占耕地行
为；四是加大乡镇和农村小集镇的
建设力度，并适当调整土地，留出
规划点。5

（钟长顺）

一些城市中，因建楼、修桥修路、整修花坛等
原因，施工方为了确保行人的安全，把道路暂时用
板墙给圈起来，让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变得窄了，
给行人带来一些不便。

正常的圈路是城市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大家
对此也能理解。但是，对于横过马路口、十字路口
处的圈路现象，笔者认为能尽量留出一些余地来
比较好。一些道路交叉口的板墙，围设的形状大
多是直来直去、有角有棱的，行人从这里通行，因
无法预见左侧有没有机动车、电动车等驶过来，总
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路口因圈路导致车辆撞
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为了确保市民安全通
行，在路口处圈路应尽量少占用地方，并尽量把圈
墙做成圆弧形，让行人走到路中间能发现左侧有
无目标，以便安全通过或者避让。5

（李朝云）

公路沿线建房隐患多一天夜里，笔者正在睡梦中，突然被窗外的电
话声惊醒。看了时钟，时间是凌晨两点半。透过窗
户往外看去，原来是住在同一栋楼的一位男子刚回
到小区，站在楼下打着电话，一连说了 10多分钟。
他说话的嗓音几层楼都能听得见，笔者住在 1楼受
影响最大。

一般到了夜间10点以后居民们大都要休息了，
甚至有的老年人晚上 9点就要休息。此时，居民们
最不希望出现影响休息的声音。可是，有些居民因
有晚上加班、应酬等，深夜才能回来。这时就要尽
量减小动静，更不要站在外面高声打电话，影响居
民们的正常休息，尤其夏天，住户家里大都开着窗
户，噪音对居民的影响会更大。夜间打扰他人休
息，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也反映出一个人的公德
意识。建议小区物业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发现此类
现象及时制止。5 （李朝云）

小区扰民不文明

施工圈路
应确保安全通行

社会视点

近来，笔者发现一些农
村田间地头的机井没有井
盖，机井内漂浮着很多杂
物，机井旁农作物秸秆、农
药袋子等散落一地。建议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农田
水利设施保护好、养护好，
使其在关键时候能发挥作
用。5 树恒 摄

加强对农田机井
维护和保养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
位于 2019 年 5月 24日分别在《河南
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
刊登了 ZMDY-2018-56 号宗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
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第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
等规定，于 2019 年 6月 14日在驻马
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
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ZMDY-2018-56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19] 19号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

2019年6月21日

宗地编号

ZMDY-2018-56号

宗地位置

团结路与
盘龙山路
交叉口西
南角

土地面积
(㎡)

63143.63

土地
用途

住宅

出让年限
（年）

70

成交价
（万元/
亩）

300

成交金额
（万元）

28414.6335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建
华置业有
限公司

挂牌时间：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019年 6月 4日

郑政高出〔2019〕1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梧桐街北、梅林路东，使用
权面积47823.65平方米，竞得人为郑
州融信朗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46923万元。

郑政高出〔2019〕2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紫檀路东、杜英街南，使用
权面积37636.0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
州融信朗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31438万元。

郑政高出〔2019〕3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梧桐街南、梅林路东，使用
权面积39316.99平方米，竞得人为郑
州融信朗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21772万元。

郑政高出〔2019〕4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梧桐街北、金柏路西，使用

权面积11164.9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
州融信朗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10604万元。

郑政高出〔2019〕5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科学大道南、金柏路东，使
用权面积21480.41平方米，竞得人为
郑州融信朗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20483万元。

郑政高出〔2019〕6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杜英街北、红杉路西，使用
权面积42352.55平方米，竞得人为郑
州融信朗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39700万元。

郑政高出〔2019〕7号（网）地块位
于郑州市石楠路西、冬青街北，使用
权面积70151.91平方米，竞得人为北
京龙湖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84859
万元。

2019年6月25日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今年来，偃师市财政局党支部
认真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围绕财政
总体工作目标，通过运用“盯全、盯
紧、盯近、盯微”的“四盯”工作法，做
实做细监督职责，实现在日常监督
和长期监督上的有效创新和突破，
持续营造依法理财、清正廉明的良
好氛围。“盯全”，即做到监督全覆
盖。召开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全省财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
频会议精神。夯实班子成员党风廉
政建设“一岗双责”责任，落实从严
治党要求不断档、无缝隙。“盯紧”，
即做到监督常态化。每季度进行一
次内部财务检查，从法律法规、工作
流程、资金管理、会计信息四个环节

进行全面检查，加强内部监督检查，
进一步强化财政干部依法理财、依
规办事的意识，确保财政资金使用
安全高效。“盯近”，即做到监督要深
入。持续推进深化以案促改，采取
典型案例通报、观看警示教育片、参
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开展
警示教育，查找风险漏洞，确保财政
资金、财政干部“两个安全”。“盯
微”，即做到监督要盯早盯小。进一
步规范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行
为，做到上级监督到位、同级监督有
力、群众监督有效，及时了解党员干
部廉洁从政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
有针对性进行早教育、早提醒、早预
防。 （鲍少颖 丁燕）

“四盯”工作法 正风肃纪不停歇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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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号（网）、郑州
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郑政东出〔201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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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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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之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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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方式
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
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公告时间为: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9
年 7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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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s-
ggzy.com/“办事指南”窗口），登录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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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5日至 2019年 7月
29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 7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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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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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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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东出〔2019〕5、6、7号（网）宗

地土地出让金缴款期限为《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

（二）郑政东出〔2019〕5号（网）宗地为

产业准入用地，产业准入条件以郑州市郑
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郑
东新区建设项目用地产业准入条件》为准，
参与竞买的单位或个人在挂牌期内须取得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出
具的建设项目符合产业准入条件的意见。
联系电话：0371-67179223，赵煊汉。

（三）郑政东出〔2019〕7号（网）宗地起
始价不包含郑州综合交通枢纽西广场地下
工程项目价款，郑州综合交通枢纽西广场
地下工程项目以资产包 27048.276029 万
元随土地一并出让，资产包价款不随土地
竞价而提高，土地成交后竞得人在《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
内将资产包价款缴纳给郑东新区管委会，
逾期按日1‰收取违约金，郑东新区管委会
负责在竞得人缴纳资产包价款后30日内将
资产包移交竞得人，资产包价款的收缴及
其他相关责任由郑东新区管委会负责。

（四）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关于
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序，以确定

是否参与竞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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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须知》。

（六）郑政东出〔2019〕7号（网）地块在
国家安全控制区内，竞买人在竞买前必须
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书（联
系人：周警官、魏警官；地址：郑州市金水区

金水路24号润华商务E座南侧一楼；电话：
0371-63577708）。

七、联系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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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
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系人：仝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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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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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3号

编号

郑政东出〔2019〕
5号（网）

郑政东出〔2019〕
6号（网）

郑政东出〔2019〕
7号（网）

土地
位置

龙湖中环
南路北、九
如东路东

圃田北路
南、圃田西

路东

东站北街
南、心怡路

东

使用权
面积
（㎡）

27467.40

1461.84

37800.89

土地
用途

商务金融、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餐饮、旅馆、
其他商服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地
下空间）

地下空间土地用途为
商服（零售商业、批发
市场、餐饮、旅馆）用
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0

地下空间主要使用功能为停车及配套设施，建设深度＜20米，
地下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地下空间开发层数为3层，地下

空间利用率＜66%。

地下空间主要使用功能为商业设施、停车设施、人防设施及其
附属设施，建设深度＜20米，按照开发三层计算，地下建筑面
积 控 制 在 55000 平 方 米 以 内 ，单 层 可 开 发 最 大 面 积 为
34854.16平方米；其中配套商业设施分布在地下一层，地下一
层建筑面积控制在 31000平方米以内，地下二层面积控制在
20000平方米以内，地下三层面积控制在4000平方米以内。

建筑密度
(％)

＜50

建筑高度
(米)

＜24

绿地率(％)

＞25

投资总额
(万元)

≥55956.59

≥1009.60

≥26999.50

起始价
（万元）

34100

193

1050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4100

193

10500

增价
幅度

（万元）

500

100

500

出让
年限
(年)

40

50

商服40
年、交通
服务场
站50年

开发
程度

三通
一平

三通
一平

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