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之南谓之阳，河之南谓之阴。因而古人把黄河
以南，荥阳广武山一带称之为“河阴”。河阴软籽石榴在宋朝

已经天下闻名，而河阴这方水土，所孕育的一种不怕困难艰苦创业
的精神，也绵延至今，滋养着后人。家在荥阳的刑释人员张某就

如同这河阴石榴一样，虽然经历了一点人生的波折，依
然收获了丰盈的人生。

汝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汝国土网挂[2018]7号）

经汝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汝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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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有无底价出让年限地块名称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土地位置

1

2

3

4

WG-2018-
7-1

WG-2018-
7-2

WG-2018-
7-3

WG-2018-
7-4

2014-(三)-A

北环路以南，向阳路以
北

经三路西侧，南关路南侧，
二里店东侧，纬一路北侧

经三路东侧，南关路
南侧，规划支路西侧

13674.93
(20.51亩)

37707.23
(56.56亩)

29049.99
(43.57亩)

6705.1
(10.06亩)

住宅用地

≤2.5

≤3.0

≤3.0

≤2.5

≤25%

≤28%

≤22%

≤30%

≥30%

≥38%

≥35% 70

有底价

1000 1300

1300 1700

400 6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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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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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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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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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报价时间及网址
wg-2018-7-1地块：2018年10月19日08时00分至2018

年10月31日9时30分；
wg-2018-7-2地块：2018年10月19日08时00分至2018

年10月31日10时00分；

wg-2018-7-3地块：2018年10月19日08时00分至2018
年10月31日10时30分；

wg-2018-7-4地块：2018年10月19日08时00分至2018
年10月31日11时00分；

wg-2018-7-5地块：2018年10月19日08时00分至2018
年10月31日11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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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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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5-3331551
联系人：祝红亮、霍云鹏

汝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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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G-2018-
7-5

2008-三-A

云禅大道以西，望城路
以东

锦绣路以东，酒厂路
以西，向阳路以北

11667.02
(17.5亩)

商服用地
地下开发层数≤2层，其他规划要
求按城市规划设计相关要求执行

40 300 400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70

70

70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O-16-02-
01-01

O-16-03-
01-01

O-04-18-02 、03
地块地下空间

≥33%

建筑限高
（米）

60

地下建设深
度≤15米

80

80

80

——讲述刑释人员的故事

回归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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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因犯抢劫罪、盗窃罪，判处有期徒
刑 5年零 6个月，服刑期间减刑一次，合计减
刑一年零 7个月。于 2012年 6月 17日释放。
刑释后的张某如今生活得怎么样？近日，我
对张某进行了回访。

2018 年 9 月 14 日，我在荥阳见到了张
某。车间内，干练的张某拿着电机配件向工
人介绍制作配件的技术要点。他说：“制造
电机，第一要技术，70 多道工序，缺一不可；
第二要求质量，众多制造厂家，竞争激烈；第
三要讲信誉，厂子发展壮大，信誉至上。”凭
着这三点，他在短短几年内，把一个家庭作
坊式的小厂，发展成为荥阳一带首屈一指的
电机制造厂。

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融入社会之
后，都会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在监狱服刑几
年，我学到了什么？监狱里哪一件事、或读
过的一本书、或某个干警说过的一句话，对
自己影响至今？结合自己在社会上从业生
活的感受，再回头看看当初自己所犯的罪
行，有什么感触？

在监狱内，我学会了诚信。在那里面写
日记的时候，我就明显感受到做人必须讲诚

信。人没诚信，你的话就没人信，就没人愿意
跟你交往。以前不懂事，老是偷偷出去玩，骗
我爸，还骗过他的钱。现在想想真是后悔。
若是当初讲了诚信，我就不会走到抢劫盗窃
这条邪路上。我记得妈妈接见时，给我说过
的一句话，只要你能改好，父母做什么都愿
意。当时感觉也不是很震撼。后来出来之
后，才知道父母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这件
事其实我不想说，因为一说起来，我的心就在
隐隐作痛。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惹父母生
气，再也不能让父母为我操心，为我受累。

现在我开这个电机厂，一年下来利润有
几十万元，在市里买的也有房子，也有车。现
在还准备要个二胎呢。回过头想想当初去抢
劫、盗窃，真是可笑。提心吊胆的，没弄多少
钱不说，还被抓起来弄到监狱里去，真是不值
得。现在安分守己做生意多好，钱也不少挣，
也不用担惊受怕。挣干净钱，睡安稳觉。

石榴累累挂枝头，又是一个丰收在望的
好年景。置身在这河阴石榴的世界中，他思
考人生的意义了吗？他懂得父母恩情了
吗？他体谅国家社会当初对他的挽救之心
了吗？

我天天就泡在工厂里，这制造电机的70
多道工序，我闭着眼睛也能干，或许这就是
熟能生巧吧。就像缠电机芯的铜线，我用
手一摸，就知道漆皮有没有破损。我不太
会说，就知道好好干活儿。只有脚踏实地
干活儿，才能仰望属于自己的星空。好好干
活儿，才能养活家人，才能创造社会价值。

我感觉做人必须讲孝道。以前在监狱
里时，我还背过孝经呢。当初我要是孝敬父
母，不跟他们斗气，不离家出走，也不会去抢
劫、盗窃。在父母面前，耍什么个性啊？都
是傻。天下的父母，哪一个不是为了孩子
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好好孝敬父母，给我
的孩子带个好头。

哥们义气啊？那都是年轻时不懂事，瞎
胡闹的。交朋友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须
交正直的朋友，不能乱交朋友。有些人很容
易把你带坏。

面对着满山遍野的石榴树，张某说等来
年秋天到来，他请我再来厂里参观。我在心
里答应了。我也希望他能如这眼下的石榴，
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人生丰硕的果！

（李晓强）

▲近日，省豫南
监狱组织志愿者到
托老院开展“情暖夕
阳”慰问演出，文艺
志愿者演唱《花木兰
选段》、黄梅戏名段

《 谁 料 皇 榜 中 状
元》、歌 曲《小 城 故
事》《共 和 国 之 恋》
等节目，深受老年人
的喜爱。

豫南宣摄影报道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省第三监狱组织警察到
禹州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缅怀先烈遗志，感恩
幸福生活。图为警察在瞻仰烈士纪念馆。

刘蕾 董永滨 摄影报道

脚踏实地
仰望属于自己的星空

本报讯 9月 29日，省豫中监狱
举办“迎国庆颂祖国”诗词诵读会，
讴歌伟大祖国，颂扬爱国主义精神，
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深情和美好
祝福。

诗词诵读在《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优美旋律中拉开序幕，来
自监区和科室的 10 名选手警容严
整、精神饱满，满含深情地诵读了一
首首赞美伟大祖国的经典诗词。选
手们用最真挚的感情演绎诗词中气
势磅礴、感人肺腑的意境，从不同角
度讴歌伟大祖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丰
硕成果，抒发对祖国母亲的赞美和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声情并
茂、情感充沛的吟诵，深深感染了在
场观众，大家表示要倍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矢志不渝跟党走，
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在本职岗
位上展示新气象新作为，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多作贡献。

在欢庆新中国成立 69周年、改
革开放40周年之际，省豫中监狱通
过诗词诵读会，以诗抒情，以词咏
志，激励广大警察职工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唱响时
代主旋律，展现良好精神风貌，凝聚
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力量。

（张文青）

本报讯 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充分发挥假释政策对服刑
人员改造的积极引导作用，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精神，近
日，省新乡监狱开展了 2018年度假
释工作，3 名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
获得假释。

本次假释条件公布后，胡某、王
某、王某某等 3 名服刑人员因符合
假释具体条件，进入评议审核范
围。在依法、公开、公正的前提下，
经所在监区及相关科室对他们在

“再犯罪危险评估、行政奖惩、评审
鉴定、退赃和财产刑或民事赔偿义
务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向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出具了审查
意见。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向法院
递交假释提请，经新乡市中级法院
8 月 28 日在监狱开庭审理，最终裁
定准予3名服刑人员假释。

省新乡监狱相关人员表示，无
论省外省内，无论刑期长短，服刑人
员只有认罪悔罪，端正态度，积极改
造，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相信法律
的公正，服从监狱警察的管理，才能
让服刑真正变成有益于自己成长的
一段经历，才能早日走上新生路，迎
来新生活。 （孙玉海 茹长潞）

◀为切实增强服刑人员爱国主义意识，促进服
刑人员认罪悔罪、积极改造，国庆假期期间，省洛阳
监狱组织服刑人员开展了“升国旗·书祝福·看影
片·观展板”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省豫中监狱
举办诗词诵读会

认罪悔罪
积极改造表现突出

3名服刑人员获假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