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

1818 责任编辑 尚迪 校对 刘任晓

E-mail:hnfzbxmt@163.comHENAN LEGAL DAILY2018/06/07

融媒观察 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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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至2018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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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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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18-01号地块：2018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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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4-5102050
联系人：王洪涛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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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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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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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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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18-01 冯营乡政府
所在地

1657㎡
（合2.4855亩）

居住用地
（兼容商业）

1＜R＜1.8 <80% ≥15%
商服40年
住宅70年

有 200 4 200

SQ2018-01宗地备注：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国资备案情况：土地使用权102.02万
元。4.商业建筑面积所占比例：＜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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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5日至2018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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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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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18-09 号地块：2018 年 6月 25 日 10 时 0分至

2018年7月6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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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4-5102050 联系人：王洪涛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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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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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SQ2018-09: 1.宗地“六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气，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建筑高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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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18-09 县城和谐路
北侧

15520㎡
（合23.28亩）

商业服务
用地

1<R<1.65 <49 ≥15%
商服
40年

有 1900 38 1900

游泳是很多人喜爱的消暑活动，
与此相应的，夏天也是溺水事故高发
季。根据以往的案例，夏季溺水事故，
其原因多离不开五大误区。

误区一：
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有人认为只要会游泳，在水里是
安全的，从而放松了警惕，这个误区害
了很多人。

从近年发生的溺水事故看，多数
死者都会游泳，但在水里，往往会发生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水库、池塘、
河流等野外水域游泳时，水草可能缠
住你，碎石可能划破你的身体，你的脚
也可能陷进淤泥里，从而让你无法施展游泳技术，接着
就会遭遇溺水。

人在水里时，身体也可能发生意外，腿部抽筋、身体
疲劳、空腹等也会让人无法正常游泳，从而导致溺水。

误区二：
溺水后都会大声呼喊

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溺水者双手乱挥、用力拍
水、大声呼救，其实，真正的溺水并不是这样的。

现实中，溺水事故总是悄然发生。溺水的人往往想
呼喊却发不出声音，特别是孩子。有的孩子在泳池中溺
水，看起来却像是趴着，或者站在水中发愣。实际上，孩
子此时可能已经意识模糊。如果不能尽快被抱上岸救
治，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

误区三：
手拉手就能把溺水的人救上来

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会看到几个人手拉手救溺
水的人，最后导致多人溺水的悲剧。这样的案例真的让
人很痛心。

看到亲人或同伴突然溺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
都是去拉一把或拽一下，但这一拉往往是徒劳的，甚至
还可能让自己溺水。

这种手拉手救人的方式，死亡率很高，因为结成“人
链”后，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导致多人
落水。

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我们都要保持清醒。救援溺
水的人是很有技术难度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员，很难救援成功，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因此，家长
一定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手拉手救人，这样可能会
让更多人失去生命。

误区四：
溺水不超过一小时就能救活

长时间溺水会让溺水的人呼吸、心跳
停止，脑部缺氧，严重的会导致脑死亡，这
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一般情况下，心脏
骤停 4至 6分钟，脑组织就会受到永久性伤
害。心脏骤停10分钟，就会出现脑死亡。所
以，溺水超过一小时的人是不可能被救活
的。在一小时之内，溺水的人也必须尽快得
到专业救治。

误区五：
溺水的人需要“控水”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急救方法：把溺水的
人放在牛背上颠簸，或者倒背着溺水的人跑……
这样做，无非都是想给溺水者“控水”。其实，这种
做法一点也不靠谱。如果溺水的人神志清醒，或者
虽昏迷但呼吸、脉搏尚存，说明他们溺水时间较短，
肺内根本未吸入水或者仅吸入很少水，完全没必要

“控水”。“控水”过程会导致胃内容物反流、被误吸，反
而会阻塞气道，还可能导致肺部感染，有害无益。

而对于无呼吸、无脉搏的溺水者，“控水”会延误救
人时间，使其丧失最佳复苏时机，同
样也会增加死亡风险。

无论哪种“控水”方式，基本控出
的都是胃内容物和胃内水，很难控出
肺里的水。而专业的心肺复苏可以
使肺内水进入人体循环，从而改善肺
部的氧合能力，达到救人目的。

（河南消防 hnxfzd119）

近年来，手机功能越来越先进，在便利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安全埋下
了隐患。近日，上海一名女子陶某就因微信朋友圈里的定位功能招来了灾祸。

陶某是一名画师，经常在微信分享她的作品，因为面容姣好加上颇有才
气，她在网络上积累了一定人气，许多网友找她买画。

男子马某通过微信搜索“附近的人”要求加陶某为好友，陶某以为他要买
画，便通过了申请。

2018年 1月，马某通过微信告诉陶某，他要到上海找她玩，陶某没有理
睬。接着，陶某又收到了马某的定位，显示其已经在陶某家附近。
随后，马某一直跟踪并纠缠陶某，最终将陶某砍伤。

民警介入调查后发现，陶某为方便卖画，其微信“附近的人”功能一直
开着，并且时常在朋友圈发布定位。因此，马某能获悉陶某的位置，再加
上陶某平时发布的真人照片，使马某在她家附近准确找到了她。

为了自身安全，微信的定位功能一定要慎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手机功能可能有隐患？

免密支付
有消费者发现，在一些App上购买机票时，只填写一个手机短信验

证码就能完成交易。虽然免密支付客观上方便了消费者，但也增加了
账户里的钱被盗用的风险。

USB调试
手机一旦开启USB调试模式，就相当于给电脑上的软件开了个

后门，手机的锁屏密码、绑定账号等很容易被各种应用调用。所以，
这个功能一般不建议开启。

常去地点
苹果手机有“常去地点”功能，可用地图显示用户常去的位

置。这一功能暴露了用户日常活动信息，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
很可能危害人身安全。

某些应用的敏感权限
安卓用户安装应用后，应检查对应用开放的权限，读取通

讯录、短信、通话记录等敏感权限应尽量关闭。
此外，用户安装应用时，常被

要求“使用你的位置”，如果点击了
“允许”，这些应用便可把手机信

息上传到互联网云服务器。一旦
资料泄露，别人就可能知道用户
的当前位置、家在哪里等，一定
要 警 惕 。（平安中原 pingan-
zhongyuan110）

远离这五大误区 就会少一次溺水事故

手机这些功能有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