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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经汝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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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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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4

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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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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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地块：2019年3月30日08时

00分至2019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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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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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汝国土网挂【2019】02号）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建筑限高（米）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1 WG-2019-2-1 N-08-21-04
地块

9720.01
（14.58亩）

教育用地
（幼儿园用地）

≤0.65 ≤30% ≥30% 50 24 280 300

土地位置

云禅大道以西，规

划道路十三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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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底价

有底价

该局成立了由党委书记、
局长任组长的减税降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及政
策组、征管核算分析组、督察
督办组、服务宣传组等专项工
作组，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各
小组的职责分工和管理运行
机制，推动全局上下形成减税
降费工作合力；及时制订出
台减税降费工作方案，明确
各项工作目标、要求、时间节
点、主体责任，并将落实情况
纳入绩效管理系统，严格实
施考评制度，以实打实、硬碰
硬的举措全力开展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工作，确保各项工作
任务精准达标。

减税降费政策给纳税人
带来了实惠，也是企业实现持
续健康发展的长期举措。如
何让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
是 税 务 部 门 今 年 的 重 要 任
务。太康县税务局将牢牢把
握工作重点和难点，确保减税
红包精准落袋，助推企业轻装
上阵；勤学苦练基本功，开展专
项政策培训，确保税务干部业
务精、能力强；持续认真做好
减税降费政策宣传，确保普惠
性 政 策 宣 传 覆 盖 面 达 到
100%；进一步简化流程、优化
服务，不断创新税收服务模
式，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持续
贡献力量。（张宝宝 师文凯）

本报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陈军）近日，洛阳市长春路
分局民警接到刘女士报警，
称 自 己 的 老 公 疑 似 被 人 控
制，无法脱身。

得知此情况，长春路派出
所立即组织民警对此开展调
查。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追
捕，接警当晚，民警在偃师市
中州东路附近将犯罪嫌疑人的
车辆拦截，抓获犯罪嫌疑人吴
某、王某、孙某，成功将被害
人朱某解救。

原 来 ，朱 某 与 吴 某 是 朋
友，朱某曾借吴某的钱炒股，
债务未还清。吴某找到朋友
王某，称有人欠他公司的钱，
需要找两个人逼迫对方还账，
并答应事成之后给王某分成。

吴某、王某、孙某被民警
带回长春路派出所。吴某对
其非法拘禁、殴打朱某的事实
供认不讳，王某、孙某也承认
了参与非法拘禁并为吴某提
供便利的事实。

目前，三名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开展农村交通安全普法教育
本报讯 近日，偃师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深入辖区国道、省道沿线村庄，通过多种形
式开展农村交通安全普法教育，向群众普及交
通安全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护意识，预防和
减少交通事故。

活动中，民警通过摆放交通安全宣传版
面、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挂图，以及面对面
以案说法、解惑答疑等方式，开展春季交通安
全普法宣传教育，让群众在学习交通安全法规
知识的同时，明白骑行电动车、摩托车随意掉
头、乱窜，以及用农用三轮车和低速载货汽车
违法载人、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是引发交通事
故的根源，并深刻认识到只有遵守交通法规，
讲文明、讲安全，才能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潘松晓）

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3月 11日，为了更加扎实有效地

做好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交通安全意识，提升学生的自我防范能力，
减少交通事故，驻马店市公安局雪松派出所交
巡大队民警来到辖区雪松路小学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民警向学生们讲解了如何
预防交通事故、如何识别信号灯，让他们了解
了信号灯、指挥手势的含义及行走、乘车、骑自
行车必须遵守的交通法规，有效提高了学生们
的防范能力。 （黑晓）

审理今年首起涉恶案件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被告人亓某等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
罪一案。经查明，亓某等人强揽生意、非法讨
债，严重滋扰、影响他人正常生活。这是该院
今年审理的首起涉恶案件。 （刘芳 刘洁）

三项举措打赢平安守护攻坚战
本报讯 近日，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通

过三项举措全力打赢平安守护攻坚战：强化源
头监管，消除隐患；强化路面管控，狠抓秩序整
治；加强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姚建勋）

异地交流学习 提升工作水平
本报讯 3月4日，浚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宏伟、浚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李志云等
人到林州市就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整治工作进
行交流学习。王宏伟等人来到林州市车站、太
行路、龙山路等繁华地段实地观看了整改情
况，随后到林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参
加交流座谈会。参会人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
完善道路交通规划管理工作，建立常态化合作
机制进行了讨论。 （郭菲 杨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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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红包实打实
助力企业发展心贴心

为讨债实施非法拘禁
三名嫌疑人被刑拘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2019
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
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减税降费

“红包”精准发放、改革红利应

享尽享，太康县税务局把落实
减税降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紧锣密鼓开展相关工作，多措
并举，从细从实，有效推动各项
政策不折不扣落地生根。

该局采取集中培训、上门
辅导、在办税场所设置减税降
费宣传台等形式开展定点宣
传，依托网站、短信、微信群、
QQ 群等，多渠道、全方位地
开展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小
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宣传，力争辖区内企业和纳税
人对相关政策应知尽知。“享
受减税降费政策需要提供哪

些证明材料”“享受减税是否
需要前往办税大厅办理”……
税企群里，减税降费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耐心地解答纳税人
的咨询。税企群是太康县税
务局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的重要阵地，在这里，工作人
员能及时解答纳税人的疑问，
为纳税人节省了时间，得到辖
区纳税人一致点赞。

●优化服务措施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该局先后组织两期专项培
训，确保一线工作人员掌握政
策、熟悉流程、熟练操作。该局
办税服务厅开设了“绿色通
道”，设置了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咨询台，确保快速响应小微企
业涉税诉求，不断提升纳税人

和缴费人的满意度。“作为基层
税务干部，我们深感责任重
大。为确保纳税人应享尽享政
策红利，我们将认真学习，掌握
政策，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最大程度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该局办税服务厅负责人说。

●强化督查考核 提升工作精准度

经济纠纷属于民事案件，
债务人应当履行到期债务，及
时向债权人支付欠款。如果债
务人拒不还款，债权人可依法
申请民事调解，也可以到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切勿采取简单粗暴
的围堵、谩骂等形式对债务人
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要企图通
过殴打、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
犯罪手段解决问题，否则必将
受到法律制裁。

警方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