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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巩国土资告字〔2017〕6号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政府批准,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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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

凡欠缴土地出让金、违约金、闲置土地等不符
合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
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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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3日至5月22
日17时前到巩义市国土资源局113室领取挂牌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5月13日至5月22日
17时30分前持竞买申请书、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副本（或旧版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法人证明、身份证（委托他人的还应提供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票
据、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
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等资
料到巩义市国土资源局113室提出书面申请，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7
年5月22日17时（以到帐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且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5月22日17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申请人可于2017年5月13日至5月24
日10时，到巩义市国土资源局提交报价单报价。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巩
义市国土资源局七楼会议室；挂牌时间为:2017年
5月13日至5月24日10时。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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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挂牌宗地的开发程度均为现状条

件交地。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成交价不含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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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房管、规划部门的有
关详细规定和程序，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本次出让文件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
在巩义市国土资源局七楼会议室发布变更公告，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电话：0371-64589588
联 系 人：逯先生 杨女士
开户单位：巩义市土地储备中心
开 户 行：中信银行巩义支行
账 号：7393510183100000175

巩义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4月21日

张叔叔：
晚上好！
半年前，我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

生，满怀雄心壮志去四处找工作。终于，我找
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在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百度公司实习。在这家公司，我表现很优
异，奈何，当人事部门一次次催我提交本科毕
业证的时候，我拿不出来。因为贷款问题没有
解决，我的毕业证迟迟拿不到手。但是不提交
毕业证的话，我的工作就没法转正，一方面拿
到的工资没有正式员工高，另一方面事业发展
也没了希望。多谢村里组织的扶贫工作，罗山
县检察院的领导和潘新茶厂的潘老板，还有张
书记等人对我进行帮助，使我还清了贷款，让

我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工作也因此转正。我很
努力，现在已经是百度公司的一个储备经理
了，只要有岗位空缺，我就可以正式走上管理
者的岗位了。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储
备经理，也多亏了工作及时转正，正好赶上了
公司缺管理者的时机。扶贫工作，对我们这种
没有背景没有经济基础的人来说，其意义大到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感谢你们对我的帮
助！

这是王兰芳写给驻罗山县铁铺镇青蓬村
第一书记张玖鹏的一封感谢信。王兰芳，女，
23岁，罗山县铁铺镇青蓬村人。王兰芳出生时
母亲难产而死，她10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她与
奶奶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品学兼

优并于2012年考上上海大学。
2015年9月，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一名

干警到该村任第一书记。张玖鹏到村里了解
情况后及时向主管扶贫工作的副检察长邹国
华汇报了王兰芳的情况。邹国华指示在扶贫
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
困群众，该院随即将王兰芳作为重点帮扶户，
并为其制订帮扶计划，在生活上解决其后顾之
忧，鼓励其学业有成。2016年7月，王兰芳面临
毕业后就业，她在百度公司实习期间，因表现
优异，百度公司准备聘请她为正式员工，要求
她提交毕业证并与其签约。王兰芳在校期间
曾贷了助学贷款，欠银行2.4万元，因贷款未能
偿还无法领取毕业证。百度公司要求2016年8

月10日提交毕业证，否则将不与其签约。王兰
芳将自己的困难告诉了张玖鹏。张玖鹏将王
兰芳的情况及时向院领导反映，院领导非常重
视，及时与罗山县潘新茶厂潘再勇联系。潘再
勇当即表态聘请王兰芳为名誉员工，并立即帮
其偿还助学贷款2.4万元。王兰芳于2016年8
月8日在最后时刻向百度公司提交了毕业证，
成为百度公司的正式员工。工作期间，她积极
向上，勤学实干，表现突出，和同事相处融洽，被
百度公司评选为2016年度优秀员工。

如今的王兰芳工作顺利，没有学业贷款的
压力，笑容里也充满了阳光。她的嘴角再也不
见那一丝苦涩了，生活对于她只是美好的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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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改变了她的命运
□张玖鹏 周辉

●●群众报警 后备厢被盗
2016年10月11日14时许，郑州市公安

局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接到宋某报
警，称其当日凌晨停放在聚源路与宏昌街交
叉口西北角处的黑色奥迪A8L轿车后备厢
被盗。后备厢里的一箱飞天茅台酒、一箱五
粮液酒、8包软中华香烟等物品被盗，总价值
约1.5万元。

通过调取被盗奥迪轿车周边的监控，
侦查员发现一银灰色的商务车形迹可疑。
2016 年 10 月 10 日 23 时 57 分许，该车右边
前后门分别下来两人，一人在旁边望风，一
人用技术开锁的方法把奥迪车的车门打
开，两人将奥迪车里的物品搬到了商务车
上，之后逃走。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该车
实为一套牌的广本奥德赛轿车，2016 年 10
月11日凌晨4时06分从郑州绕城高速大学
南路站上高速后，4 时 59 分 56 秒从平顶山
市新城区站下高速，并于2016年10月14日
停靠在叶县伏河桥附近。经过侦查，民警
发现了该车车主是张某某，并确定与其来
往密切的胡某有重大嫌疑。

●●视频监控发现嫌疑人
2016 年 11 月 4 日 22 时许，该分局视频

监控中心监看员用鼠标巡逻至龙湖外环南
路与如意东路交叉口东北角时，发现一辆
灰色本田奥德赛车形迹可疑。该车上两名
男子不断对路边停放的车辆试探观望，疑
似撬盗车辆后备厢的嫌疑人员。

接到该分局指令的九如路派出所值班
民警秦臻、张强立即带领多名警力前往现
场。当天22时18分，秦臻一行在宝龙广场
的阿利茄汁面门前农业东路快车道上发现

可疑车辆及两名男性嫌疑人。此时，两名
男性嫌疑人中的一人站在灰色车驾驶门旁
边望风，一人从黑色奥迪 A6L 轿车后备厢
内搬出数箱白酒并不时查看四周。民警立
即将情况上报，指挥员随即组织三组警力
分头对嫌疑车辆进行堵截。

嫌疑人发现异常后，立即加大油门在
周围巷道左右穿梭，试图摆脱抓捕人员。
民警对嫌疑车辆紧紧“咬住”不放，并对嫌
疑车辆展开生死时速般的追捕。嫌疑车辆
由龙湖外环南路向西逃至如意西路路口
时，遇上路口红灯且通行车辆较多，车辆忽
然右转沿如意西路向北，民警依然没有给
犯罪嫌疑人逃脱的机会，继续“紧咬”不放，
并同时向指挥室反馈嫌疑车辆动向。直至
如意西路与龙湖中环路交叉口附近无路可
逃时，慌不择路的嫌疑人将车辆径直冲过
路边绿化带撞至人行道隔离墩，车辆当场
损坏。两名嫌疑人弃车后分别向北、西两
个方向疯狂逃窜。

●●侦查员跨省追捕
民警发现嫌疑人弃车逃跑后，组织人员

抓捕未果，但在嫌疑人驾驶的灰色本田奥德
赛车内，发现了嫌疑人的身份证、行车证、银
行卡及数张便条、数箱名烟名酒和两部手机。

为及时挽回群众损失，将犯罪嫌疑人
绳之以法，该分局视频监控中心、案件侦办
大队、九如路派出所、通泰路派出所等单位
民警在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予西的带领
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团结一致，顽强拼
搏，根据辖区的发案规律和特点，综合嫌疑
人的犯罪手法、特征和视频监控等资料，锁
定了本田车驾驶员马某和上述两起案件的
同一嫌疑人胡某。

通过比对大量的高速卡口信息，民警

发现，2016年9月至11月，该灰色本田奥德
赛车多次出现在郑州的不同地区。通过调
取相关路段的视频监控，警方发现胡某先
后伙同他人对郑州多个地区的帕萨特、奥
迪等车辆实施过盗窃，非法获取大量现金
和名烟名酒。经过精密的摸排、研判，侦查
员确定了这一叶县籍盗窃团伙，确定了4名
团伙成员的身份，并辗转河南平顶山、郑
州，江苏昆山等地，寻找嫌疑人的踪迹。

经过侦查，民警最终确定了胡某等人
的落脚地点。

2017 年 3 月 27 日 23 时许，在侦查员的
严密配合下，民警将欲在江苏昆山再次作
案的胡某成功抓获。次日，嫌疑人马某、樊
某、张某等人相继落网。

●●自制“剌子”开车门
据该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介绍，“遛

猴”在平顶山市叶县一带一些人口中专指
盗窃汽车车内物品一事。今年 3 月 27 日，
在江苏昆山将胡某成功抓获后，其如实地
供述了自己“遛猴”的罪行。

多年前胡某和马某曾一起参与盗窃受
到处理，后失去联系。2016年11月，两人逛
街时偶遇并互留了电话。2016年11月4日
下午，胡某邀请马某一同抵达郑州。手头
拮据的马某当晚便驾车带着胡某作案两
起，后在民警的追查下弃车逃跑。回到平
顶山后，胡某又将目标锁定在经济发达的
江苏省昆山市。2017 年 3 月 27 日，当其驾
车到达昆山市找好作案目标时，被侦查员
抓获。至此，这一流窜在两省多地，给人民
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害的盗窃团伙
被成功打掉。

据嫌疑人张某供述，他在牌桌上认识
了胡某，先后两次给胡某当司机，开车从平

顶山到郑州，一次开的是本田奥德赛，一次
开的是黑色奥迪。因为只负责开车，他每
次酬劳只有 500 元。他们“开工”前一般都
在平顶山吃饭，傍晚到郑州下高速，然后按
照胡某的指示在市区“转悠”。遇到路边停
有好车时，胡某和樊某就下车，一个望风，
一个用自制工具“剌子”开车门，得手后两
人会将偷来的烟酒搬到自己开的车上，然
后连夜赶回叶县。

嫌疑人樊某供述，他住监狱的时候认识
了胡某，2016年9月、10月先后两次在胡某的

“邀请”下同张某驾车到郑州，“带”回去的一
般都是茅台酒和名烟。从平顶山出发前，胡
某会提前将借来的车换上假车牌，路上胡某
还会向大家强调注意事项，遇到合适的目标
时两人相互交替望风，遇到自己不好开的锁
就由胡某亲自干。来一趟郑州能成功得手两
三次，回到平顶山后他就和胡某将偷来的烟
酒进行变卖，胡某扣除来回的油费、租车费和
食宿费后将剩余的赃款平分给大家。

目前，胡某等 4 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线索提供 秦丹）

汽车后备厢里放好烟好酒、贵重物品的人要注意了

小心小心““遛猴遛猴””人的人的““剌子剌子””
□记者 杨勇/文图

4月20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该分局案件侦办
大队历时4个月，成功打掉一盗窃汽车后备厢财物的团伙。

涉案赃物

讯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