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巩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巩义市网挂（2017）1号）

经巩义市 人民政府批准，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 挂牌 方式出让以下6（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 巩义市国土资源局 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有无底价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土地位置

1

2

3

4

2012-200 锦华街南、东周路北

新兴路北、安泰街南

嵩山路东、广场北街北

44042.67

42975.78

12394.0

9490.68

住宅用地

1.0< 容积率
<=2.2

建筑密度
<=25.0%

30.0%
<= 绿化率

无底价

1,543 1235

10,379 8303

10,055 8045

755 605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
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7年05月13日 至2017年05月22
日 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7
年05月22日17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
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2012-200地块：2017年05月13日08时00分00

秒 至 2017年05月24日11时00分00秒。

2011-57地块：2017年 05月 13日 08时 00分 00
秒 至 2017年05月24日10时30分00秒。

2015-029地块：2017年05月13日08时00分00
秒 至 2017年05月24日10时00分00秒。

2016-001地块：2017年05月13日08时00分00
秒 至 2017年05月24日09时30分00秒。

2016-021地块：2017年05月13日08时00分00
秒 至 2017年05月24日09时20分00秒。

2015-028地块：2017年05月13日08时00分00
秒 至 2017年05月24日09时00分00秒。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 挂牌 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 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 挂牌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

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
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
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
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
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

撤回。 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
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浏览器请使
用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
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
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
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
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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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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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01宗地出让年限商业40年，居住70年。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1-64589588 联系人：逯先生杨女士

巩义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 4月 21日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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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河镇两河口村

滨河路西、锦华街北 35352.16 7170 5740

住宅兼容
商用

住宅用地

商务金融
用地

70年

无底价

无底价

无底价

无底价

6 陇海路南、嵩山路东 12359.38 无底价 1717

2011-57

2015-029

2016-001

2016-021

2015-028

住宅用地

商务金融
用地

1.0< 容积率
<=2.2

容积率
<=1.9

1.0< 容积率
<=2.0

1.0< 容积率
<=2.0

容积率
<=1.9

建筑密度
<=25.0%

建筑密度
<=32.0%

建筑密度
<=30.0%

建筑密度
<=25.0%

建筑密度
<=32.0%

30.0%
<= 绿化率

25.0%
<= 绿化率

30.0%
<= 绿化率

30.0%
<= 绿化率

25.0%
<= 绿化率

70年

4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70年

40年 1375

增价幅度
（万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镇平公安
进一步提升社区警务人员业务能力

本报讯为进一步提高信息采集工作效率，
提升全县社区警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扎实推进
2017年“基石行动”工作，镇平县公安局为辖区
警务室配备信息采集设备，并邀请市公安局专
业人员对该设备的使用进行培训。该设备的投
入使用，使社区警务平台实地信息采集，信息上
传等工作更为便捷，为警务机制创新注入了活
力，进一步提升了基层一线民警的单兵作战能
力，提高了信息采集工作的效率水平。

（王小平）

新乡市公安局铁西分局
破获一起盗掘古墓葬案件

本报讯修路工地惊现墓地，引来盗墓团伙
盗掘。近日，新乡市铁西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
功打掉一个3人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今年1
月份，新乡市修路工地发现古墓，文物部门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消息传出后，一群盗墓贼闻风而

动，利用夜幕掩护进行探墓盗掘活动。侦查员
经过蹲守、跟踪，摸清了这一团伙的人员构成、
作案规律等情况。2月12日晚，巡防队员在工
地周边蹲守时，3名嫌疑人再次驾车来到工地，
头戴安全帽，分散进入工地。他们有的拿着探
测针，有的拿着洛阳铲、锄头等工具，四处进行
勘探，寻找古墓，几个小时后，现场就留下了一
排排探洞。办案民警与巡防队员迅速冲出，当
场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其供述了犯罪事实，并
交代了另外两名同伙的情况。后经做家属工
作，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目前，3名
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赵新勇）

嵩县公安局车村派出所
破获一起侵财案件

本报讯 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嵩县公安
局车村派出所破获一起侵财案件。4月8日，民
警从江苏省苏州市将犯罪嫌疑人许某押解回嵩
县。2月10日上午，车村镇孙店村女青年郭某
到车村派出所报案称，其在车村农业银行办理
业务时，发现银行卡上的11350元存款不翼而
飞，余额为零。郭某通过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查
询发现，其银行卡上的现金自2016年12月16
日至2016年12月24日被网名为“往事不堪回
事”的QQ账户分22笔转出。接到报案后，车
村派出所和县公安局协同作战，很快确定嫌疑
人许某的身份，并查明其在苏州市虎丘区浒墅

关镇暂住的信息。4月6日，办案民警迅速联系
当地警方，连夜将许某抓获。4月7日，车村派
出所指导员郭玉波带领民警赶赴苏州，并于第
二日将许某押解回嵩县。 （胡晓）

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
侦破一起二手车信贷诈骗案

本报讯近日，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强力
推进“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工作，成功侦破了
一起利用信贷二手车实施诈骗的重大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两名。4月1日，该局民警接群众
报警称，自己在濮阳市某二手车信贷买卖门店
内以17.7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宝马轿车后，
发现该车系郑州某租赁公司的外租车辆。目
前，轿车已被租车公司强行开走。接到报案后，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侦破工作，经多方取证，确认
此案系二手车信贷买卖门店员工张某某、晁某
某所为，并对二人展开抓捕。4月10日20时许，
民警经不懈努力，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经
审讯，两人对伪造车辆手续和购车合同诈骗他
人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王天栋）

社旗县公安局晋庄警务室
抓获一名扒窃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近日，社旗县公安局晋庄警务室民
警和辅警在辖区物资交流会上巡逻时，发现一

男子形迹可疑，立即上前对其进行盘问。在民
警的强大攻势下，该男子如实交代了扒窃钱包
的犯罪事实。目前，该男子已被刑事拘留。

（李林轩）

上蔡县检察院检察长
深入基层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4月15日，上蔡县检察院检察长闫
宝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深入杨屯乡督导脱贫
攻坚工作。在杨屯乡张宇村村委会议室，闫宝
详细了解该村扶贫帮困工作情况以及在生产生
活、脱贫致富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与乡、村干
部一起就加强扶贫帮困、提高村民特别是贫困
户的生活水平、科技致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
座谈，鼓励村干部拓宽思路，找出一条适合该村
发展的路子，早日实现脱贫致富。随后，闫宝又
来到了该院驻村第一书记所驻的张俭村，向村
支部书记及该院驻村精准扶贫工作组详细了解
扶贫工作情况，走访看望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对下一步扶贫工作，闫宝要求，一要通过深入走
访，全面摸清情况，做实扶贫工作方案，确保扶
贫工作取得实效；二要聚焦扶贫工作，精准发
力，立足本地实际，抢抓政策机遇促项目落地，
抓好产业扶贫；三要时刻关注民生，切实履职，
尽责担当，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
四要形成扶贫工作合力，加强联系沟通，认真落
实好各项扶贫政策。 （张雪峰）

基层动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本报讯近年来，方城县检察院以执法办案
为切入点，以公正廉洁为标准，不断考量干警
素质，并借助“检察长课堂”和教育学习活动对
干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长期“补钙”，使干
警增强“体质”和定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该院准确把握腐败行为大多从苗头性问题
一步一步形成这一规律，密切关注干警“体质”

变化，采取谈话、通报、脱岗培训相结合的办法，
搭建廉政风险苗头处理平台，及时处理，防患
于未然。对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出现违纪
问题、严重工作失误，以及“冷、横、硬、推”等
作风问题的干警，该院要求其脱岗进行有针
对性的检察纪律学习培训，集中学习党规党
纪、检察纪律和工作准则，并将违反规定的情

形、纠正情况和学习培训情况归入廉政档案，
同时由院纪检监察部门向院党组提出任职使
用监察建议，在干部提升、任职交流时备案参
考；对于轻微违纪行为，由检察长、主管领导
和纪检组长分别与违纪干警进行谈话，及时
从思想认识上纠正错误倾向，遏制歪风邪气；
针对共性苗头问题，在“检察长课堂”上集中

进行批评教育，或在周一例会上由带班领导
在点评时予以通报批评，并对出现问题较多
的部门进行作风纪律集中整顿。

通过长期“补钙”，该院大部分干警政治过
硬、思想过硬、纪律作风过硬，勤政廉政意识提
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时国庆岳阳）

汪克家 张瑞林

近年来，维护社会稳定一直都是检察工
作的首要任务，只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才能依法维护和谐社会。但是，在实际
开展检察工作中，一直面临一些困难：一方
面各种各样的案件很多；另一方面办案人员
严重缺编。例如，固始县检察院人数仅为国
家规定的 1/2，人少案多任务重就成了该院
多年来必须面对的现实。

为解决案多人少等影响检察工作发展
的问题，该院便探索出了一条制度化、规范
化、现代化的强检之路。笔者谈一谈是什么

“高招”解决了案多人少的难题。
1.围绕一个中心。即围绕“狠抓案件质

量”这个中心工作，保证大要案得以正确办
理，在办理时保证做到领导倾斜、人员倾斜。

2.把握两个“抓手”。一是抓强化培训，
不断提升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努力打造一
支业务能力强、纪律作风硬、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清贫、勇干善战的检察官队伍。二是抓
工作创新、制度规范。该院向创新和规范化
要效益，建立了一整套涵盖队伍管理、党风
廉政建设、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制
度和机制。在案件实体和程序审查过程中，
该院公诉、侦查监督部门将每个诉讼阶段与
办案时效、定性定罪有关的内容都纳入审核

考察范围，防止随意性执法，使办案效率和
质量一目了然。同时，该院还充分运用信息
化工程，对执法办案整个流程实行动态管理
和监督，初步建立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和信
息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长效管理机制。目
前，经过全面清理修订，固始县检察院就此
形成了制度汇编，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真
正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管物。

除了围绕一个中心、把握两个“抓手”之
外，笔者认为，在实践中还要勇于改革创新，
逐步探索实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普通
程序简化审、案件分类办理、介入侦查引导
取证、岗位目标量化管理等项改革。如，固
始县检察院总结案件分类办理、四个审查法

办案、“六项制度”保障办案质量等经验并在
全市推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此外，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应注意完
善侦、技、捕、诉衔接机制，使办案提速。应
加强检察院部门之间以及与公安部门的联
系、沟通，及时了解案件侦查进度，选择介入
侦查时机，对现行重特大案件，坚持深入办
案一线具体指导；在介入侦查过程中，提出
补充取证建议，帮助完善证据，使办案速度
大大加快。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
可实行“会诊”制度，认真听取各部门的意
见，集思广益，准确对案件进行定性，缩短讨
论案件的时间。

（作者单位：固始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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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实践与探索

不断“补钙”增强干警“体质”和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