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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法律顾问在身边

人物 做法

在郑州市，像王跃雨一样
的法律顾问还有 865名。截至
目前，他们共为群众提供法律
意见 7427条、代群众起草法律
文书 604件、开展法治讲座 881
场、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2831
件、参与诉讼活动 188次，提供
现场法律服务 3072次，切实让
群众感受到了“法在身边”。郑
州市各县（市、区）还建立了乡
（街道）、村（居）法律顾问微信
工作群，加强法律顾问与基层
群众、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的
联系。

为了切实提升法律顾问
的服务水平，郑州市各县（市、
区）因地制宜，在各地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室、村（居）公示
栏、宣传栏以及庭院楼道适宜
位置公布本村（居）法律顾问
信息，确保村（居）民能够第一
时间联系到法律顾问；规定法
律顾问每月提供不少于一次、

四小时的现场法律服务，每季
度至少举办一次法治讲座。
郑州市管城区制作了统一的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工
作台账、村（居）法律顾问工
作台账、工作日志，保证服
务有记录、过程有痕迹、工
作有保障。

下一步，郑州市将按照
近期召开的全市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暨“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推
进会精神和《郑州市司法
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及加
强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的实施意见》要求，努力
解决制约村（居）法律
顾问发展瓶颈的经费
保障问题，高标准推
进村（居）法律顾问工
作，使老百姓享受到
实实在在的服务。

家门口来了法律顾问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感谢您中秋节加班为我办理公证！”9
月20日，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公证员李
欣接到了当事人张甲发来的微信。

张甲是张某与周某唯一的子女。
十几年前，张某、周某以张某和张甲的
名义买了一套房产。2017年，张某死
亡，张某生前与周某并无夫妻财产约
定，也未立遗嘱。张某的父母在其去
世前均已死亡。今年 8 月，张甲欲继
承张某的遗产，但他在香港定居，只有
节假日才回内地。

9 月初，周某来到郑州市绿城公
证处求助。李欣为她讲解了办理此类
公证的流程、需提交的材料，并告诉她
自己可以在中秋节加班为张甲办理公
证。中秋节当天，张甲和周某一起来
到了公证处。

由于张甲办理完公证手续就要返
回香港，李欣在帮他办理遗产继承公
证手续的同时，又为他办了一份委托
公证，委托周某在张甲不到场的情况
下代张甲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缴纳
相关税费、办理及领取不动产权证的
所有手续。

考虑到周某年事已高，李欣让她
留下地址和电话，答应将制作好的公
证书邮寄给她。9月 20日，周某顺利
收到了公证书。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董景娅）
近日，开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与和河南
某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心理咨询共
建协议。根据协议，河南某健康咨询有
限公司将定期到戒毒所开展心理健康
知识普及与宣传、心理测评、心理援助、
团体心理辅导、危机干预等活动。

随后，该公司心理健康讲师郭爱
玉以“如何与情绪和谐相处”为题，为
戒毒人员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引导戒
毒人员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幸
福。郭爱玉还积极引导戒毒人员参
与互动问答，帮助戒毒人员学会用合
理的方式控制情绪。

近年来，开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累计组织戒毒人员参加心理健康教
育 1万人次，实施心理危机干预 60余
人次，每名戒毒人员年均接受心理矫
治两次以上，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水
平逐步提升。

群众身边的法律专家

近日，河南法制报记者来到郑州高新
区梧桐办事处金桂社区，近距离体验“一
村一师”法律服务。在金桂社区，一场关
于继承和赡养方面的法律知识讲座正在
开展。

宣讲法律知识的“老师”是金桂社区
法律顾问王跃雨，他是大石桥法律服务所
主任、郑州市基层法律服务业协会秘书
长。每个月，他都会来社区，给居民讲解
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为群众答疑解
惑。王跃雨结合案例，将原本枯燥的法律
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前来听课的社区居民
纷纷点头。

讲座结束后，王跃雨找到社区主任，
就下一步如何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为居民
提供法律服务进行沟通。

王跃雨从事基层法律工作已经 10余
年，金桂社区是他工作的一个站点。平时
除了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开展各种形式的
普法宣传，他还经常在社区组织民调员一
起学习法律法规和新政策，组建宣讲团，到
各社区宣讲。最近，他还打算成立社区工
作室，让群众有问题时能随时得到解答。

加强管理规范服务

9 月 18 日，郑州市石佛强
制隔离戒毒所开展以纪念九一
八事变为主题的集体签名活
动。该所民警在“勿忘国耻铭
记历史”的巨型横幅上签名。
随后，该所召开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 摄
影报道

近日，省第一强制隔离
戒毒所举办场所文化建设展
览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活动展出的 80 多件
书法、绘画等作品均出自戒
毒民警之手，表达了他们对
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热
爱。河南法制报记者王富
晓 通讯员毕冠领 摄影报道

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加班办理遗产继承公证

开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开展戒毒人员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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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2019-139

地块编号
出让年
限（年）

起始价
（万元）

60739.98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序号

1 住宅用地

地块用途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绿地率（%）

≥30

有无
底价

无底价

保证金
（万元）

29,155 29,155 100.0

增价幅度
（万元）

河图路西，伏羲路南 70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
见《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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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
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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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至2019
年10月21日 登录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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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17时00分（地块编

号：201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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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39地块：2019年 10月14日08

时00分00秒 至 2019年10月23日10时00
分00秒。

挂牌网址：河南省自然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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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4589588
联系人：李先生

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09月23日

（巩义市网挂（2019）13号）经巩义市 人民政府批准，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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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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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