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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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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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
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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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17-48号地块：2017年 12月 25日 10时 0分至

2018年1月5日10时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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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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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102051
联系人：王洪涛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5日

沈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沈丘县网挂[2017]-19号）

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沈丘县地产中心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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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次） 保证金（万元）

1 SQ2017-48 县城建设路
南侧

46385㎡
（合69.5775亩） 商服用地 1＜R＜2 ＜50% ＞15% 商服

40年
有 4722 95 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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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委政法委
郑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河南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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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朱蕾 李
建涛）为深化平安二七建设，切实提高公
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更好地
服务和保障“三个二七”建设，今年以来，郑
州市二七区在全区开展了提升公众安全感
和执法满意度攻坚年行动。行动开展以
来，二七区委政法委巡防办积极响应，出台
了《二七区社会治安巡逻防控工作方案》，
以巡防大队 18个巡防中队为单位，加强 48
个社区、30 个学校爱心岗、52 个定位岗、32
个重点巡逻部位的巡逻防范工作；组织全
区巡防队员、应急处置队员认真落实“24小
时巡逻”机制，把更多巡防力量摆放到街面
上，并将巡防覆盖面延伸到背街小巷，进一
步提升见巡率、管事率。

肩灯闪烁，数百名巡逻人员斗志昂扬，
整装待命。11月 30日 19时，二七区升龙国
际广场显得异常热闹——二七区巡防办巡

防装备发放仪式正在举行，全区的夜班巡
逻人员都配备了肩灯和甩棍。“要加强巡逻
防范，认真落实政法委书记办公会要求，白
天见人、夜晚见灯，确保辖区安全、群众满
意。”二七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孔健提出
要求。

据二七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朱蕾介绍，
长期以来，巡防队员在夜间执行路面巡逻
任务时，由于受照明、光线限制，自身安全
得不到保障，震慑犯罪作用也有限。此次
为巡防队员配发的警用肩灯，很好地解决
了上述问题。该肩灯能在 5 小时内持续发
出红蓝色高频闪光，巡防队员统一佩戴巡
逻肩灯，在广场、车站、学校、公园等治安复
杂场所巡逻，既方便了群众现场报警求助，
又强化了巡逻震慑作用，最大限度地掌控
了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主动权，有效预防
了各类案（事）件、事故的发生。

“放手，不然用刀捅你！”11 月 19 日 20
时 50 分许，巡防队员王卫东、李惠勇巡逻
至福寿街时，看到不少人围在一起，遂上前
查看，谁知刚到跟前，就听到了一名男子恶
狠狠的威胁声。巡防队员分开人群，看到 3
个人正扭打在一起，忙大喊“住手”。一名男
子抬头见巡防队员过来了，赶紧喊道：“我是
警察，这两人是小偷！”这时，其中一个小偷
见情况不妙，极力挣脱民警逃窜。巡防队
员立即冲上前去，将其擒住。震慑犯罪、协
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像这样的事
情，巡防队员做得太多了。

据悉，今年以来，二七区巡防队员共抓
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55 人，制止打架斗
殴 118起，调解纠纷 1225起，为群众办好事
4914件；开展消防巡查上万次，督促整改消
防隐患 319 处，扑救初期火灾 105 起，发放
消防宣传品 5万余份。

▲临近年底，针对农民工讨
薪案件较为集中的现状，郑州市
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信访稳
定办、劳保所联合在辖区开展“劳
动维权”宣传活动。

记者王晓磊通讯员张世博
摄影报道

▼12 月 4 日，郑州
市惠济区信访局在惠济
区大河广场开展“12·4”
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记者 王晓磊 通讯
员徐松梅摄影报道

▲12月4日，郑州市上街区司法局组织开展
“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郑州”主题普法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寄语‘12·4’我对宪
法说”主题留言墙，吸引了许多群众留言。上街
区依法治区成员单位设置各种法律服务咨询台
20余个，发放普法宣传品5100余份，同时还邀请
了文艺宣传秧歌队和腰鼓队呐喊助威。

记者王晓磊通讯员 倪源君摄影报道

宣传食药安全
助推平安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康昊增）11 月 30 日，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郑州市管城区委政
法委联合主办，省药学会、管城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办的“保
障食药安全 助推平安建设”食品
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坛宣讲活动在
管城区举行。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综治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余兴台，省委政
法委综治办二处处长翟中锋一行
出席活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特邀省药
学会专家赵滨红、焦伟杰，围绕如
何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和“三高”的
防治等主题，重点对常见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以及食品药品安全与
平安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解
读。

管城区委政法委、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表示，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继续加大平安建设工
作力度，完善综治中心功能建设，
切实发挥协调联动、管控结合的
作用，在突出实效上下功夫，扎实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工作，进
一步向公众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
识，提高公众饮食用药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动员全社会关
心、支持和参与平安建设工作。

◀11月30日，郑州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李
华云一行先后到中原区棉纺
路街道办事处、中原区秦岭路
街道办事处、中原区综治中心
调研综治中心建设以及平安
建设创建工作。所到之处，李
华云详细询问工作人员具体
工作情况，认真查看相关台账
资料，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
中原区整体工作表示了肯定
和赞扬。

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李宏
斌摄影报道

“老赖”欠钱不还
法院拍卖房产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徐文娟）近日，荥阳市法院依法对
被执行人张某的一处房产进行拍
卖，成功执结一起案件。

张某做生意时欠了宋某 14.3
万元，还了4.42万元之后就不再露
面。宋某起诉至荥阳市法院，法院
判决张某支付宋某剩余欠款。 判
决生效后，张某拒不履行，宋某申
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官释法明
理，张某表示同意还款，并与宋某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半年内支
付全部欠款，并以名下房屋作保。
然而，半年之后，张某再次失约，并
彻底消失。法院依法查封其房产
后，对该房产进行司法评估、拍卖。

今年 11 月，李某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成功拍下该房屋，可张
某却一直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也
不搬离房屋。后经执行法官多次
劝解、讲明法律后果，张某认识了
到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理解、支
持法院执行工作，并积极配合法院
完成房屋的交付、完善相关手续。
11 月 30 日，该房屋成功交付给买
受人李某。

白天走街串巷 夜晚肩灯闪烁

日夜巡逻只为群众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