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新郑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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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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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采用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并于2017年11

月27日至2017年 12月15日16时，登陆新郑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的国土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xzggzy.cn/
xzjyzx/）或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网站的国土网上交易系（http://

gtjy.zzland.gov.cn），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缴纳竞买
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17年
12月6日9时至2017年12月19日10时。竞得人取得《网
上竞得证明》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的，

系统自动转入5分钟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2.本次挂牌为有底价挂牌。
3.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
4.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出让公告规定的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站
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郑市中兴路与

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6268107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联系人 ：高先生 孟先生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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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治安巡防队员
都是三级消防战斗员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孙珂）
近日，省政府在郑州市如意湖广场举行
2017年全省119消防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郑州市治安巡防队员在巡消装备展示
中，不仅准确掌握“四懂、四会、四具备和
四查纠”等消防安全知识，而且能够熟练
操作细水雾灭火器等消防器械进行灭火
处置，展示了巡消一体化工作实效，得到
了省、市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

记者从郑州市综治办获悉，自 2007
年以来，郑州市按照“整合资源，发挥优
势，巡消结合，服务社会”的整体思路，在
全市治安巡防队伍中推行巡消一体化工
作，并不断加强巡防队员消防技能业务
培训。目前，全市 7200余名专职治安巡
防队员全部达到了三级消防战斗员的业
务水平，巡防队伍共装备巡消电动巡逻
车 210辆，每辆乡（镇、街道）巡防室和巡
消电动巡逻车上均配备了干粉灭火器、
细水雾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斧等必要
的消防器材。巡防队员在治安巡逻的同
时巡查消防隐患，扑救初期火灾，宣传消
防安全，有效解决了公安消防力量不足
的问题，为维护消防安全大局持续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以来，全市治安
巡防队员共巡查沿街门店、企事业单位
2.8 万余家，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2000 多
次，发现消防隐患2400多处，扑救初起火
灾58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60万余元。

购房逾期不还贷
开发商代偿后起诉业主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徐文娟）近日，荥阳市法院执结了
一起房屋买卖追偿权纠纷案件，开
发商在代偿了业主欠银行的逾期贷
款后，将业主告上了法庭。

2016 年 9 月，李某与某开发商
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
被告购买该开发商开发的房屋一
套。2016年 11月，李某与开发商同
工商银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
同一份，由开发商承担阶段性担
保。此后，李某办理了银行按揭贷
款。2017 年 6 月，因李某未能按期
偿还贷款，银行划扣开发商保证金
2647.17元，用于偿还李某的银行按
揭贷款。之后，开发商向李某发出
催款通知书，要求李某归还保证金
未果，遂向荥阳市法院起诉。经法
院调解，被告李某答应偿还 2647.17
元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及案件受
理费，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但是
之后李某并没与如期偿还。2017年
10月，原告向荥阳市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法官马柯在收到执行申
请后，迅速采取行动，多次联系被执
行人李某，督促其及时履行义务，并
多次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经过执行
法官的不懈努力，10 月 30 日，李某
及时将钱打到荥阳市法院执行款专
户，本案圆满解决。

银行柜台前
男子无视监控顺手牵羊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王发明）11 月 13 日，中牟县公安局
大孟派出所联合中牟县公安局信息
中心破获一起盗窃案，抓获一名在
银行监控下实施盗窃犯罪的嫌疑
人，追回被盗现金1.4万余元以及银
行卡、身份证等物品。

11月13日10时许，大孟派出所
接到吴某报警称，其在大孟镇一银
行办理业务时，手包被盗。大孟派
出所所长王建坤带领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了解情况，并会同中牟县公
安局信息中心民警调取监控。监
控显示，吴某在柜台前办理业务
时，将随身携带的手包放在台面
上，在旁边办理业务的一名男子顺
手将包装入兜中，随后溜走。民警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电话联
系到溜走的嫌疑人，称他有业务需
要重新办理，必须到银行签字。11
时 20 分，该男子驾车赶到银行，被
民警当场控制。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1月8日，郑州市平安金
水志愿者联合会联合郑州市白
庙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单位举办
戒毒人员就业推介会，为即将解
教的学员进行就业指导。

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扬子
摄影报道

▲连日来，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每晚
穿梭于辖区的大街小巷，对建筑工地及清

运车辆进行巡查。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赵轶楠张丹洋 摄影报道

护一方平安 让群众满意
荥阳市：
集中宣传推进平安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晓磊 通讯员李向）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平安荥
阳建设，努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为
荥阳市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11月9日，荥阳市委政法委、市综
治办举行“践行十九大 全力保平安”平安荥阳
建设集中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在荥阳市人民
广场举行，参与活动的各乡（镇、街道）以及综
治成员单位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摆放宣传展
板、设置咨询台以及开展特警演练、现场灭火
演练等方式展开宣传。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互
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据介绍，此次活动出
动各类警车20辆，展出平安建设宣传展板100
余块，悬挂条幅46条，发放各类宣传页1万余
份、手提袋等宣传小礼品5000余个。

荥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方本选参加活
动并讲话，鼓励政法各部门以提升公众安全感
和执法满意度为目标，全力推进平安荥阳建设。

中原区：集中开展“平安中原建设”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李嘉炜

张云翔)11 月 9 日，郑州市中原区委政法
委、区综治办组织 12 个街道办事处及 40
余家平安建设综治成员单位集中开展“平
安中原建设”宣传活动。

据悉，此次宣传活动共摆放展板 100
余块，悬挂条幅 40 余条，各部门、各单位

紧紧围绕平安中原建设总体要求，以解决
影响公众安全感、执法满意度的突出问题
为重点，以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
的知晓率、参与率为目标展开宣传活动。
活动还设置了法律咨询台、消防知识宣讲
台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传授安
全自救知识。

惠济区：开展大宣传、大走访、大巡防、大整治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孟晓丽）

11月9日，郑州市惠济区委政法委召开“惠
济区平安建设工作推进会”，对全力打赢
持续提升安全感满意度攻坚战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

为进一步加强平安惠济建设，会议决
定 11月 3日至 12月 31日在全区开展大宣
传、大走访、大巡防、大整治活动，不断提
高公众安全感。活动期间，惠济区委政法

委、区综治办将举行全区性平安建设宣传
活动，广泛发动辖区单位以集中宣传活动
为契机，开展巡回宣传工作。同时，会议
要求各乡（镇、街道）、综治成员单位根据
辖区实际情况，动员、组织政法干警、机关
干部、巡防队伍积极开展大走访、大巡防
活动，提高群众见警率、见巡率。针对治
安乱点，以派出所为主力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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