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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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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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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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7日 至2017年08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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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4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3-038）。
2017年08月14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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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8地块：2017年 08月 07日 08时 00分 00

秒 至 2017年08月16日10时30分00秒。
2013-037地块：2017年 08月 07日 08时 00分 00

秒 至 2017年08月16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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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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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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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1

绿地率(%) 增价幅度
（万元）

2013-038 香港街东、
纬二路北

41756.79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1.0< 容积率
≤1.7

≤23 ≥30 70年 无底价 3,650 10.0

2 2013-037
310国道南、
纬二路北

43041.89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1.0< 容积率
≤1.7

≤23 ≥30 70年 无底价 3,750

3,650

3,7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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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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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已有 4 年之久，每当我情绪低迷
时，只要想起妻子在第一次接见时所说的
话，内心便会陡增许多新的动力和勇气。

第一次接见那天，我早早地在大厅等
候，警官点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在窗边一眼
就看到妻子惊慌失措，像个迷失的孩子一样
六神无主地寻找我的身影，她两眼带着迷
茫，疲惫不堪，转身看到我，泪水顿时夺眶而
出，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我的心在瞬间疼到极致，我知道妻子内
心的落寞和痛苦，我也知道从我进监狱那天
起，她心里的泪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十几年的相依相伴，我们度过了一生中
最甜蜜的时光，她多么希望我们就这样长相
厮守。可我虚伪的内心、肮脏的灵魂，总是

不满足于现有的一切，以至于沉陷于利欲熏
心的沟壑之中。

不愿回想，那个灯光昏黄的雨夜，妻子
含泪的脸庞在警车的雨幕上慢慢模糊，渐渐
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不见。所有的罪责全在
于我，是我没有珍惜平淡的美好，而将生活
的重担都压在了她的肩上，她的青春韶华被
现实的生活、无情的岁月剥蚀殆尽，而这样
的苦难和伤痛，我却无力和她一起分担。我
不知道对她的亏欠何时才能弥补，只能任凭
悔恨的泪水默默滑落。

就在这时，妻子张口了，她缓缓地说：
“老公，昔日的罪过，今日的惩罚，是逃不开
也躲不掉的，你只能面对现实，用心感悟。
家里是少了你这个顶梁柱，但我会一点一滴

地把因你失去的那份爱给家人弥补回来。
我愿意忍受寂寞与孤独，只为我们之间‘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之约。你已经错
过一次，但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你要牢记：
你若安改，我便等待。但如果你固执己见的
话，我和孩子决不会答应。为了孩子，也为
了我们的家庭，你一定要反思过去，作出改
变，这样你走出时，我们才可以重新来过，相
依相伴，相扶到老……”

“你若安改，我便等待”，这句话为我
的黑夜点亮了一盏明灯，静静地指引我
奋力前行。一堵高墙，是她的守候和等
待，也是我人生跨越的栏杆，走向新生的
期盼。

（服刑人员 张某/口述 周继敏/整理）

亲情促使他安心改造

本报讯 近日，省新乡监狱征集了
一组有关涉毒犯罪的服刑人员忏悔文
章做成展板，希望其他服刑人员看到后
能够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引以为戒。

王某（因贩毒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吸毒，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的一大公害。
有多少人因吸毒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因吸毒而犯罪入
狱，甚至丢掉性命。我就是其中一个因
吸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

我初中毕业后，去东北做羽绒生
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买了房和
车，媳妇又生了两个儿子，生意也做得
非常顺利。有钱了生活安逸平淡就想
找点刺激，于是我就通过朋友弄了点

“白粉”，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染上了毒
瘾。起初我也曾下决心戒掉毒瘾，但总
是经不起毒品的诱惑。百万家产被我

“吸光”，我也从富商沦为穷困潦倒的吸
毒犯。为了满足毒瘾，我不惜铤而走
险，走上贩毒的道路，最终被判为无期
徒刑。我以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诫大家，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张某（因贪污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
刑）：我原是国家粮食系统的一名财务
人员。一次在一家宾馆，朋友拿出一点
白色的粉末让我品尝，出于好奇我没有
拒绝，当时感觉挺刺激，后来我就主动
地跟毒品“恋爱”了。为了吸毒，我的工
资基本全用在买毒品上了。后来，怕家
人知道我的行径，我就动了挪用公款的
念头。开始拿的是小钱，后来想着“小
也是窟窿，大也是窟窿，反正都得补，干
脆拿它几十万也是补一次”，就这样 30
万元公款变成了我的毒资。5年的监狱
生活让我彻底反省，真实地认识到毒品
杀人不见血的残酷本质。我要向与毒
品有染的人说一声：“醒醒吧，与毒品永
别！”

邢某（因盗窃罪被判处 8 年有期徒
刑）：我出生在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后去
广州打工，积攒了一些钱，买了辆汽车
跑出租，后来挣了钱买了房，结了婚。
然而就在我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在朋
友的引诱下，我开始吸毒。等我醒悟的
时候，已经吸干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当家人知道我吸毒后，妈妈气得说
不出话，妻子良言相劝，可我那麻木的
神经根本听不进去。妈妈实在没办法，
就把我送到哥哥那里去戒毒。一星期
过后，我就偷跑回来，几个毒友就又聚
在一起。没钱买毒品，我就到亲戚朋友
家借，最后实在借不来，就和毒友一起
去偷。回首往事，就像噩梦一场。毒品
就像无声的“毒枪”，打倒了多少愚昧无
知的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奉劝
大家远离毒品，千万别拿生命做赌
注。

（孙玉海茹长潞）

◀为倡导绿色
环保理念，增强生
态文明意识，大力
践行“学习雷锋、奉
献他人、提升自己”
志愿服务理念，近
日，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组织志愿
者在众意路与北三
环交叉口龙湖公园
开展了主题为“建
设美丽和谐龙湖、
人 人 争 做 环 保 卫
士”的关爱自然志
愿服务活动。图为
该所的志愿者们正
冒着酷暑，收拾垃
圾，清洁环境。 施
红旗摄影报道

▲7月14日，省
周口监狱联系周口
市中心血站开展义
务献血，该狱共 76
名 警 察 志 愿 者 献
血。
高惠丽摄影报道

◀为充分发挥督察职能，切实实现从严治警，不
断提高干警队伍综合素质，连日来，省豫西监狱针对
一线管教干警运用执法记录仪情况进行督查。活动
中，警务督查人员对各监区和管教科室一线管教干
警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情况进行督查。

记者王富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作为一名职务犯，不管以
前担任什么职务，我现在就是一名服刑
人员，就是严格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
范》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要做好表率。”7
月14日晚上，在省新郑监狱监区召开的
座谈会上，来自一监区的服刑人员平某
说。

据悉，为了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7
月12日晚上，省新郑监狱在监区文化广
场召开了全体服刑人员大会，对全体服刑
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对近期6
名违纪服刑人员进行了公开批判，对少数
企图违规抗改服刑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对
狱内改造秩序整顿进行动员。监狱长田
克郁对当前的改造形势进行了分析，正告
少数仍想违规抗改的服刑人员，不要自作
聪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再触碰法
纪底线。希望全体服刑人员切实增强身
份意识，端正改造态度，珍惜改造前途，自
觉遵守监规狱纪，坚决抵制各种违规违纪
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改造秩序。

在随后各监区组织的座谈会上，该
狱服刑人员纷纷谈了对遵守监规狱纪
重要性的认识，表示一定要牢记身份，
不但自己要做到不违规违纪，还要帮助
周边的服刑人员不违规违纪，争取取得
好的改造成绩，早日回归社会。

（张法泉）

谈认识 定目标
共同维护良好的改造秩序

▲7 月 13 日，省司法厅“喜迎十九大 党员作表
率”党的理论知识竞赛第三赛区的预赛在省第三监
狱举行。省许昌监狱、省周口监狱等8支代表队经
过激烈的角逐，省第三监狱、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
取得厅直机关党委党的知识竞赛决赛的资格。

方伟敏董永滨 摄影报道

昔时“以毒为友”
今日改过自新
省新乡监狱服刑人员痛

诉毒品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