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金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你单位职工举报，经调查，你单位欠缴

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
224206.61元、工伤保险费1723.19元、失业保险
费5257.84元、医疗保险费22735.36元，生育保险
费2273.29元。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特
向你单位送达《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
会保险稽查限期改正指令书》（郑人社基令字
〔2018〕第400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单位自公告期满十个工作日内到郑州
市社会保险局和郑州市地方税务机关补缴你单
位欠缴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养老
保险费224206.61元、工伤保险费1723.19元、失
业保险费5257.84元、医疗保险费22735.36元、
生育保险费2273.29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请你单位自本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期满后
十个工作日内，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单
位。如果逾期拒不履行本限期改正指令书的，我
局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联系电话：
67170072, 67170197）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5日

公 告 公 告
郑州市配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本局依法受理群众投诉郑州市配套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开送达《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

保险稽查限期改正指令书》（郑人社基令字

[2018]第4001号），该指令书：

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改正指令书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和郑州市地方

税务机关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338873.01元、

失业保险费61405.92元和工伤保险费38571.2

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局领取

指令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送达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单

位。如果逾期拒不履行本限期改正指令的，我局

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联系电话：

67187258,67170197）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5日

河南三六九置业有限公司:
现查明，截至2017年11月，你单位欠缴2016年4

月至2017年11月的养老保险费116780.82元、2016
年5月至2017年11月的工伤保险费2776.92元、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的医疗保险费37622.14
元、2016年 5月至2017年 11月的生育保险费
3771.68元、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的失业保险
费5464.32元，共计166415.88元。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
十六条之规定，特向你单位送达《郑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稽查限期改正指令书》
（郑人社基令字[2017]第3017号），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单位自公告期满十个工作日
内到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和地方税务机关依法缴纳所
欠的社会保险费166415.88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你单位自本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期满后十五个
工作日内，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单位。逾期
拒不履行本限期改正指令书的，我局将依法作出行
政处理决定。（联系电话：67170193, 67170203）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5日

公 告

SQ2016-40 宗地备注：1.商业建筑面积所占比例：＜
10%。2. 由辖区政府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

SQ2017-54 宗地备注: 1.商业建筑面积所占比例：＜
10%。2. 建筑高度：建筑层数≤9层。3. 南侧退界>6米。4.
宗地按成品住宅规划设计。由辖区政府按时向受让人交付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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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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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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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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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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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开始时间为：
SQ2016-40号地块：2018年3月23日10时00分。
SQ2017-54号地块：2018年3月23日10时10分。
拍卖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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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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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102051 联系人：王洪涛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2日

沈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沈丘县网拍[2018]-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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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
（万元）

1

2

增价幅度
（万元/次）

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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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SQ2016-40

SQ2017-54

县城和谐路东段南侧

县城建设路北侧

6336.75㎡（合9.51亩）

67985㎡（合101.9775亩）

商住综合用地 1＜R＜4

1＜R＜1.6

＜25%

＜30%

≥35%

>35%

商服40年
住宅70年 有

有

1000

15000

20

300

1000

5000居住用地
(兼容商业)

商服40年
住宅70年

本院将于2018年4月5日10时-2018年4
月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周口市川汇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周口市川汇区人民
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河南恒泰投资担保公司名下
的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中段西侧与人民路
交叉口一层4间、2层5间共九间商铺（周房权
证川汇区字第 2010010215、2010010216、
2010010217、 2010010218、 2010010219、
2010010220、 2010010221、 201001222、
2010010223）的拍卖,起拍价为 9343350 元。
以上拍品保证金为100000元。二、竞买人条
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三、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四、淘宝
技 术 咨 询 400-8222870 监 督 电 话 ：
0394-8173156。联系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
区中州南路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网
址：https://sf.taobao.com。详细信息可以在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查询。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2018年3月5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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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张尚兰 丁
浩 申贝贝/文图）“谢谢各位战友，这个生日让我们
终生难忘。”3 月 1 日 23 时，春寒料峭，但滑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女民警马春和老庙派出所辅警张瑞萌
的心里却暖意融融。在同事们的准备下，同一天
生日又同时参加执勤的他们，在许多人都进入梦
乡之后，在滑县留固镇公安执勤卡点的帐篷里，过
了一个既简单朴素又温馨难忘的生日（如图）。

让马春和张瑞萌感动的是，3月2日上午，获悉
这场执勤帐篷里特殊的生日会后，省公安厅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吕宏跃，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高万象，省公安厅副厅长黎萍，省纪委
驻公安厅纪检组组长、厅党委委员赵宁军等先后发
来祝福，并委托滑县公安局局长申涛向两位坚守执
勤一线的警员转达生日祝福和元宵节的美好祝愿。

3月 1日起，滑县全县各公安执勤卡点开启 24
小时安保勤务模式。当日，在滑县留固镇公安执
勤卡点参与执勤的有刑警大队、老庙派出所、交警
大队八里营中队共 12 名警力。当日下午，一起参
与执勤的同事无意中得知，当天是女民警马春和
辅警张瑞萌的生日。获悉这一情况后，带班民警
张成远和同事商量，决定给坚守执勤一线的两位
同事过一个特殊的生日。

当日 23 时，经过执勤卡点的车辆已经很少
了。在安排好执勤人员后，大家开始悄悄地给马
春和张瑞萌布置生日会，尽管执勤卡点条件艰苦，
仅有一顶临时帐篷可用。

经过简单布置后，战友们捂着马春和张瑞萌
的眼睛，把两个人请到了帐篷里。香甜的生日蛋
糕、点燃的生日蜡烛……看到眼前的惊喜，两个人不
觉间已被泪水打湿了双眼。大家用红茶“干杯”、分
蛋糕、齐唱生日歌，为两位战友送上了诚挚的生日
祝福，温馨的氛围温暖了寒夜里的执勤帐篷。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赵光
辉）以网络商城为平台，购买商品可以
猜彩票奇偶数，一旦猜中就有巨额利
润，还能提现，即使猜错了也没有什么
损失，这种好事儿是真的吗？当然不
是，这是赌博。近日，郑州市公安局金
水路分局破获了一个网络赌博团伙，刑
拘22名涉案人员。

电话闲聊
引起清查民警注意

2月 28日，小张在郑州市纬四路服
装市场给喜欢网购的朋友打电话，推荐
朋友去一个购物平台买东西，声称在那
里买东西还能赢钱，这引起了正在进行
全国“两会”前清查的金水路分局治安
大队二中队民警程阳、刘鹏飞的警惕。

“当时，我们从他旁边经过，发现他
说在购物后可以猜奇偶数，猜中后还能
提现，我们一听就感觉有可能涉及网络
赌博。”程阳告诉记者。程阳和刘鹏飞
迅速向小张了解情况。原来，20多岁的
小张喜欢网上购物。年初，他在微信群
里看到有人利用二维码推广某网上购
物平台，号称在该平台购买一份商品可
以升级成更好的商品，甚至可以将升级

后的商品提现。这一下子打动了小张，
他在该平台上进行了几次购物，也猜中
了一次，还提了现。

民警认为，小张口中的购物平台涉
及网络赌博，遂上报分局领导。领导高
度重视，要求治安二中队迅速展开侦
查，将该涉赌案件破获。

多警联动
打掉网络赌博团伙

民警通过小张手机上的信息进行
侦查的同时，迅速和郑州市公安局相
关部门、平安金水视频监控中心取得
联系。经多途径侦查，推断该网络赌
博团伙应该在金水区花园路与北三
环交叉口附近某写字楼。办案民警
迅速前往，通过调取该写字楼监控录
像和现场摸排，确定了该团伙具体办
公地点。

办案民警迅速出击，在联系平安金
水视频监控中心对周边进行视频布控
的同时，进入该团伙据点对室内人员进
行证据核查。2月28日22时，在确定证
据后，办案民警对该团伙实施抓捕，现
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员27名，缴获作案工
具电脑39台、手机48部。

提高警惕
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

据悉，该网络赌博团伙以原某中、
王某为首，以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名义
招收业务人员，使用微信号、QQ号等聊
天软件向不特定人群推广某网络购物
平台，拉拢客户先在该平台充值，再点
击购买商品，以投注猜测某彩票奇偶数
的方式进行赌博，猜对了就能获得原商
品价值1.6倍的商品，并可以提现，即使
输了也能得到其所购买的商品，但其实
该平台商品的实际价值只有市场价值
的15%至25%。

自 2017年 8月初以来，该购物平台
注册涉嫌参赌人员5000余人，涉案金额
700 多万元。目前，公安机关已对该公
司骨干、涉案金额较大、情节严重的 22
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金水路分局治安二中队中队长张
新涛提醒，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套上各种外衣的网络赌博越来越隐
蔽，网友在进行网上购物时要提高警
惕，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陷入赌博
的深渊。

多警联动，当天打掉网络赌博团伙，刑拘22人

一句话牵出网络赌博案
寒夜里

烛光温暖执勤帐篷

警摩机动巡弋小分队
“专治”各种交通违法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
年3月17日10时至2018年3月18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 网 络 平 台 ( 网 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上
进行公开拍卖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69
号1号楼4单元5层30号房产，有意竞
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现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相关优先
权利人在拍卖开始之日十日之前向法
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逾期主张者视
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和
法律后果。

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具体拍卖日期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0371-23809659
执行局：闫法官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18年3月5日

拍 卖 公 告

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 宁晓波/图）近日，郑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成立警摩机动巡弋小分队（如
图），旨在加大主干道区域交通安全巡逻管控力度，更
好地保障广大群众的出行平安、通畅。该小分队队
员个个都是业务能手，队员配备警务通、酒精测试
仪、车载记录仪、数字电台等单警装备，在辖区内实
行不间断巡逻，以动态执法的方式针对辖区道路上出
现的随意变道、违法停车、校车各类违法、载货面包车
违规拉货、各种违规车辆“闯禁行”、酒驾等违法行为进
行查纠、顶格处罚，排除公共交通安全事故隐患。此外，队
员们还配备了急救包，学习并掌握了急救知识，能够随时给
群众提供应急救助。 （线索提供 孙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