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党和人民汇报”
——信阳法院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栏

汝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平方米）序号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有无底价 保证金
（万元）

6590.23
（9.89亩）

建筑限高
（米）

WG-2020-12-1

WG-2020-12-2

WG-2020-12-3

≤2.0

1.0≤容积率≤3.5

1.0≤容积率≤3.5

O—07—09—02地块

N—06—08—02地块

O—16—17—04地块

1

2

3

1330.81
（2.00亩）
43949.80
（65.92亩）

医疗卫生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3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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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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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3日至2020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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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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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地块：2020年10月13日08时00分至

2020年10月23日 9时 30 分；
wg-2020-12-2地块：2020年10月13日08时00分至

2020年10月23日10 时 00 分;
wg-2020-12-3地块：2020年10月13日08时00分至

2020年10月23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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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3日

（汝自然资网挂[2020]12号）
经汝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汝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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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垣路以东、广成中路以北、
规划一路以西、规划支路以南

望城路北侧、规划五路西侧

建设路以南、宏翔大道以西、
惠民路以北、规划一路以东

≥25%

≥3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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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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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190

110

3400

180

100

3300

备注：WG-2020-12-1宗地区域范围内的一栋四层建筑物及地面附属物以汝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报经政府确定的价格463.342万元作为附属条件进行出让，竞得人竞得后
将土地区域内附属物价款与其土地出让金进行分开缴纳。

高点站位高点站位精准施策精准施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为依法严厉精准打

击黑恶势力犯罪，信阳市平桥区法院成立由党组书
记、院长李振任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抽调审判骨干力量，组建专项斗争工作专班，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配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及时研判专项斗
争发展态势，精心部署各项工作并有效落实，保证扫
黑除恶审判工作从重、从快、从严、从实的斗争方向。

截至目前，该院先后召开党组中心组专题会议十
余次，专题学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文件，研究部
署具体工作，制订出台《平桥区人民法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压实扫黑除恶任务。

““快快””字当头字当头案件清结案件清结
对于公诉机关移送起诉的所有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该院“快”字当头，做到坚持“六个当天”，确保“八个
优先”，坚持当天审查立案、当天送达起诉书副本、当天
确定主审人及合议庭成员、当天通知受害人、当天告知
被告人及其亲属积极退赔退赃、当天确定开庭时间；对
公诉机关移送起诉的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确保优先审
理、审委会优先讨论、文书优先签发、文印室优先打印、
经费优先保障、车辆优先使用、人员优先调配、生效后
优先执行，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辟“绿色通道”。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胜之年，突如
其来的疫情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推进带来了
困难。为全面完成“六清行动”工作任务，今年5月，
该院在全省法院率先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通过线
上云开庭的方式审理了高某等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恶

势力犯罪集团一案，受到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今年
7月，在可以正常提押开庭后，该院集中力量，排期开
庭，7月21日至7月29日，圆满完成了7件涉恶犯罪案
件的开庭审理工作，庭审后承办法官加班加点对案件
进行评议并迅速宣判。截至2020年8月21日，该院
共受理涉黑恶类案件30件，151人，已全部审结，提前
完成了“案件清结”目标任务，取得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阶段性成果。

严格把关严格把关打造精品打造精品
该院始终将案件质量作为审判工作的生命线，完

善案件定案把关体系，严把黑恶案件质量关，凡起诉
的涉黑恶案件，严格审查判断证据，把好事实关、证据
关、量刑关，做到“铁证如山”；严格遵守诉讼程序，坚
持以审判为中心，强化实体程序、诉讼程序意识和权
利保障意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审慎适用刑
罚，做到不枉不纵；严格把握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既
不拔高，更不降格，做到罚当其罪。

在审理王某坤等 20余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时，合议庭成员从罪名分类到法律适用，从控辩意见
归纳到综合评判，反复推敲斟酌，翻阅25本卷宗，持
续两天庭审，最终形成11万余字的判决书。该案的
审理坚持证据原则，坚守法律底线，做到了办案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高度统一。2020年1月，该
案被评为河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批精品案件。

深挖彻查深挖彻查打打““伞伞””破破““网网””

为深挖彻查涉黑涉恶线索，该院坚持打“伞”

破“网”，完善“一案三查”，共发现线索36条，核查属

实线索24条，其中“保护伞”线索9条，向区纪委监委
移送刑事案件线索4条。在办理宁某等人恶势力团
伙犯罪案件中，该院及时向信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平桥区监察委、平桥区扫黑办移送收到的举报、控告
材料 10 份；在审理王某镁充当恶势力“保护伞”案
中，精准发力，公正判决。该院主动加强与重点地
区、领域、行业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联动，结合
审判中发现的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先后制发司
法建议书9份。

强化宣传强化宣传营造氛围营造氛围
为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浓厚宣传氛围，该院

制订出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方案，利用多
种宣传形式纵深推进宣传工作。该院充分利用官网、
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媒体平台，多次到辖区机关单
位、社区、学校等开展扫黑除恶法律宣讲活动，提升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度和参与率；利用大走访
活动，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政策，摸排线索。

人民法院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涉
黑恶案件的审判、执行任务十分繁重，信阳市平桥区
法院将以更强的政治担当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发展环境。

透过电影人的眼睛，看中国小康
之路；透过老百姓的笑容，展现脱贫
攻坚的胜利成果。由电影频道联合
中国体育彩票推出的脱贫攻坚公益
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第八站来
到了《人在囧途》的拍摄地——湖北。
由队长王宝强、队员王祖蓝与杨威组
成的“温暖有光放映队”，在抗疫精神
的感召下，开启了一段欢乐又不失温
暖的光影之旅。

深入贯彻脱贫攻坚，鱼米之乡焕
光彩

有着“江南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北
省荆州市公安县，近年来针对插花贫

困地区脱贫难点不断发力，通过持续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农业及
旅游资源，已连续 4 年在荆州市脱贫
成效考核中获得第一名，深入贯彻脱
贫攻坚，鱼米之乡重焕光彩。

而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洪灾，
却让这里再次遭遇困难。此番《温暖
有光放映队》的到来，将为公安县的群
众带来更多鼓励和温暖。

爱心助力抗疫，体彩人在一线
在麻豪口镇的防疫站，放映队员们

遇上了正在帮忙测量体温的防疫志愿
者谭树兵。队员们在交谈中得知，谭树
兵是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荆州市
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曾于疫情防控

期间自愿申请到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发热门诊做志愿者，后又加入社区，做
入户排查和发放爱心蔬菜的工作。据
谭树兵介绍，武汉13处方舱医院，有6
处是在体育场馆，而这些场馆的建设与
维护，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此外，在为确诊病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中，也有着体彩公益金的默默支持。

此次放映队来到的麻豪口镇，长
期以来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
建起了免费的健身设施和多功能运动
场，让乡亲们在方便锻炼的同时，也拉
近了彼此的关系。

从交谈中放映队员还获知，在疫
情之下，各地体彩中心纷纷出台帮扶

政策，提高代销费比例、发放补贴、配
发防疫物品，帮大家渡过难关。同时
体彩还推出了许多线上活动和居家
健身微视频，邀请专业运动员为大
家示范，鼓励广大群众居家健身，提
高身体素质。

放映队在湖北之行中既感受
到满满的正能量，又在队长王宝
强的带领下重温了“人在囧途”的
囧趣经历。想了解更多旅途中
发生的趣事和抗疫抗洪中那些
温暖有光的故事，9 月 26 日晚
19∶30 锁定电影频道，与《温暖
有光放映队》一同感受“囧”途
中的美好经历。 （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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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06

办铁案 铸精品
——信阳市平桥区法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王雪阳 周艳萍

“囧”途前方是幸福 王宝强、王祖蓝、杨威与你相约湖北荆州

成功审理王某坤等 20
名被告人涉恶案，被评为河南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批精品案件之
一；2020年8月底前受理的30件一审案件

全部审结，提前完成了“案件清结”目标任务；
判处罚金及没收违法所得1279.28万元，“打财
断血”，强势震慑涉黑恶违法犯罪……自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高站
位、高标准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打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主动仗、攻坚仗、整体仗，
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营造稳定

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