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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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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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17日 至 2020年 5月

15日 登录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www.
zkggzyjy.gov.cn）（以下简称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 5月 15日 16时 00分
（地块编号：SQ2018-30号），2020年 5月 15日 16时 00
分（地块编号：SQ2018-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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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报价时间为：
SQ2018-30号地块：2020年5月18日10时20分00

秒。
SQ2018-31号地块：2020年5月18日10时30分00

秒。
拍卖网址：周口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www.

zkggzyj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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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交易系统
上自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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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拍卖开始后，方可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10、

IE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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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驱动请到交易系统网站下载中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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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17日

周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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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3号）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 拍卖 方式出让以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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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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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面积所占比重＜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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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万元） 增价幅度（万元）保证金（万元）

1 SQ2018
-30

刘庄店镇孙营
行政村境内

5082.48㎡
（合7.6237亩）

居住（兼容商
业）用地

1＜R＜1.8 ＜80% >5%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有 276 6276

地块名称

2
刘庄店镇孙营
行政村境内

4122.48㎡
（合6.1837亩） 有 372 372 8

SQ2018
-30

SQ2018
-31

SQ2018
-31

居住（兼容商
业）用地

1＜R＜1.8 ＜80% >5%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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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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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7日至2020年5

月15日登录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
www.zkggzyjy.gov.cn）（以下简称交易系统），提交
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5
日16时00分（地块编号：SQ2019-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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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报价时间为：

SQ2019-001号地块：2020年5月18日10时
40分00秒。

拍卖网址：周口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
//www.zkggzyj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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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交易系统上自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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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拍卖开始后，方可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10、IE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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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驱动请到交易
系统网站下载中心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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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影响
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102051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17日

周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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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号）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 拍卖 方式出让以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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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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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业建筑面积所占比重＜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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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万元） 增价幅度（万元）保证金（万元）

1 SQ2019
-001

付井镇政府所
在地

668㎡
（合1.002亩）

居住（兼容商
业）用地

1＜R＜2 ＜60% ≥35%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有 62 262

地块名称

SQ2019
-001

柏斯特（郑州）建材有限公司：
我局受理你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一案，因

你单位地址变更，无法联系到你公司。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强制执行事
先催告书》（平人社催告字2020第1号），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发生相应法
律效力。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4月21日

公 告

疫情防控期间，洛阳市西工区司法
局王城司法所严格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和
防控指挥部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监、地衔接配合，确保了刑满释放
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无缝衔接。图为司
法专干为刑满释放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程焱 王燕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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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脸上好久都没有看到笑容了，非常感谢
建安区法院的同志。”案件申请人张军（化名）的妻
子激动地说。

近日，许昌市建安区法院执行干警将40.2万元
执行款，登门送到脊椎损伤并截瘫在家的申请人张
军手中。一同送款的被执行人赵某向张军表达了
歉意，隔阂被溶解，两方握手言和。

2017年 1月 4日，申请人张军受雇于被执行人
李某，在给被执行人赵某的自建房屋（四层）垒墙时
不慎从三楼电梯井的空架子上摔下受伤。后经许
昌市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一级伤残。建
安区法院判决后，被执行人赵某提起上诉，经许昌
市中级法院依法审理，改判被执行人赵某、李某赔
偿申请人医疗费、误工费、诉讼费、精神抚慰金等各
项损失共计55.2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申请人迟迟未得到赔偿款，2018
年 8月申请建安区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受理

案件后及时排查走访，了解到该案申请执行人张
军本是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由于截瘫在家，构成
一级伤残急需治疗费用，让本就经济拮据的家
庭雪上加霜。该院核实情况后迅速向被执行
人发出限期履行通知书，责令二被执行人按
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付款义
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和实现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执行法官对二被执行人财产
状况、银行存款、经营情况启动了全面
调查，依法对被执行人赵某名下的两
处房产予以查封。

在法律的威严震慑下，经办
案干警释法明理，被执行人赵某最
终同意与张军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于2019年1月先期支付给
张军15万元，近日赵某将剩余
的40.2万元执行款结清。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李同善 海刚

久违的笑容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晓玉
讲故事

河南新闻名专栏

一笔执行款

一份户口证明

近日，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公安局
办证大厅内，上海市民苏某将一面写有“心系

百姓 倾心为民”字样的锦旗，送到原店派出所户
籍民警手中。

4月上旬，苏某来到该办证大厅原店窗口，称母亲
陆某的户口在1965年由上海迁至原店辖区电器厂，之
后又先后迁至宝丰县、洛阳市，在迁移过程中出生日

期由4月25日变成了4月15日，现母亲陆某准备将
户口迁回上海老家，但由于现在登记的出生日

期与迁出上海时不符，造成陆某户口无法迁
回。4月初，苏某从上海先后飞抵洛阳

市、宝丰县咨询，前后奔波一周
左右，但未能解

决该问题。苏某希望陕州区公安局原店
派出所能帮助他查找相关信息。

虽然时隔多年，但原店派出所户籍民警听到
此情况后，本着“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工
作态度，一方面积极联系原电器厂老职工，想办法查
找单位档案，另一方面加班查询户籍迁移档案。终于
查到陆某在1965年由上海迁至原店派出所的原始迁
移证，确认了两个出生日期确为同一人，并依法开
具了相关证明。

拿到相关证明，苏某开心地笑了，对原
店派出所户籍民警的服务态度赞不
绝口，并于近日送来锦旗表
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