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垣市公安局扶贫驻村工作队自驻
村以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顿工作精神，结合“纪律作风深化年”活

动，积极开展各项扶贫工作。近日，满村
镇陈墙村一脱贫户向驻村工作队和帮扶

责任人马英乾送来一面锦旗。河南法制报
记者穆黎明通讯员化玮 摄影报道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庞超）近日，周口市淮
阳区王店乡的 11岁小学生孔林（化
名）在使用其父亲手机玩游戏时，看
到了一个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孔林信以为真。作为游戏爱好者，孔
林对这一款“皮肤”向往已久 ，但由
于价值不菲，迟迟没有入手。

根据消息中的指引，孔林添加
了不法分子的微信。随后，孔林在
父亲以及其他家人不知情的情况
下，受不法分子引导，使用父亲的手

机，扫描不法分子发过来的收款二
维码，被骗走 6000余元。不法分子
得手后，并未将“免费的游戏皮肤”
给孔林。孔林虽意识到被骗，但由
于害怕被批评，没有把这件事告诉
家人，并将自己下载到父亲手机上
的相关App卸载。

事发不久，孔林的父亲发现自己
的支付宝账户资金异常，遂向公安机
关报警。周口市淮阳区公安局王店
派出所民警张军接警后，立即将此情
况汇报给王店派出所负责人张豪。

张豪抽调所内精干力量，对该案进
行研判分析，寻找破案线索。在淮
阳区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曹鹏飞等
人的协助下，王店派出所民警最终
在江苏和湖南将犯罪嫌疑人曹某、
张某、陈某某等人抓获。

经审讯，曹某、张某、陈某某
等人对以“免费游戏皮肤”为由
诈骗孔林钱财的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警方已成功为受害
人挽回损失，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本报讯 近日，内黄县公安局摧
毁一个网络赌博团伙，刑事拘留 4
人，冻结银行卡289张，银行卡流水
1.4亿余元。

今年 8 月，该局治安管理大队
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内黄县东庄镇
的张某频繁在网络上发布某平台
的宣传广告。经查，民警发现该平
台涉嫌网络赌博。张某明知该平
台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
为该平台充当客服，提供推广服
务。除发布信息外，她还根据平台

老板指示，每日拨打200至500个电
话，寻找有意在该平台上参与赌博
的客户。当她感觉客户有意向时，
就将老板的QQ号码推荐给客户，
由老板指导客户下载 App，并在平
台上登录后进行赌博。

张某除了充当该平台的客服
外，自己还在该平台上参与“幸运
飞艇”赌博。经查，张某在该平台
共充值14518.07元参与赌博。经进
一步侦查，民警发现张某充值 20
次，所充金额分别进入18张银行卡

中。此外，该平台向张某发放客服
工资10924元。

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内黄县公
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依法传唤
了张某。面对讯问，张某对自己
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根据张某
的供述，民警赴广西、广东、福
建、江苏、山东等省区，分别调取
涉案银行卡账户明细。经初步
分析，该平台银行卡流水达 1.4
亿余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马军芳 冯贵民）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扎实推进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
整顿，激励广大民警、辅警积极担当
作为，近日，洛阳市公安局重庆路分
局举行“高擎警旗展风采 牢记训词
勇担当”主题演讲比赛。该分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李建原及部分民警、
辅警现场观看比赛。

李建原在代表分局党委致辞时
说，希望参赛民警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学训词、担使命，打好全年收官战。比
赛中，各参赛选手紧紧围绕学习、践行
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用鲜活生动的
事例、发自肺腑的语言，畅谈学习重
要训词的感悟和体会，真情讲述身边
战友忠诚履职、无私奉献的感人事
迹，展示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立足岗
位、进取奉献的崭新风采。参赛选手
结合实际，聚焦身边人、身边事，从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谈体会、话感受，声
情并茂、慷慨激昂、情真意切，赢得阵

阵掌声。经过激烈的角逐，该分局社
区大队民警孙迪、案件大队民警谭
月、综合室民警索佳琪分别获得一、
二、三等奖。演讲活动进一步激发了
全体民警、辅警学习践行总书记重
要训词精神的热情，鼓舞了士气，凝
聚了警心。大家纷纷表示，在工作
中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
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以实
际行动践行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
为警旗增光添彩。 （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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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淮阳区公安局王店派出所

侦破“免费游戏皮肤”诈骗案

内黄县公安局

侦破亿元网络赌博大案

举办演讲比赛 鼓舞士气聚警心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界 址 土地用途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年）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现状

新郑出
（2020）57 号
（网）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六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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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熔断后一
次竞地价原则确定竞得人（详细内容见挂牌出让文件）。

新郑出（2020）57号（网）宗地熔断价为26291万元，最
高限价为34982万元。

新郑出（2020）58号（网）宗地熔断价为65597万元，最

高限价为87394万元。
新郑出（2020）59号（网）宗地熔断价为35089万元，最

高限价为46778万元。
新郑出（2020）60号（网）宗地熔断价为21256万元，最

高限价为28312万元。
新郑出（2020）61号（网）宗地熔断价为36774万元，最

高限价为48948万元。
新郑出（2020）62号（网）宗地熔断价为21117万元，最

高限价为28034万元。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通知公告”-《关于数字证书(CA)互认
功能上线试运行的通知》），并于2020年11月26日9时至
2020年12月18日16时，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的“土地交易大厅”系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
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8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新郑出（2020）57 号（网）:2020 年 12 月 9日 9时至
2020年12月22日9时。

新郑出（2020）58 号（网）:2020 年 12 月 9日 9时至
2020年12月22日10时。

新郑出（2020）59 号（网）:2020 年 12 月 9日 9时至
2020年12月22日11时。

新郑出（2020）60 号（网）:2020 年 12 月 9日 9时至
2020年12月22日12时。

新郑出（2020）61 号（网）:2020 年 12 月 9日 9时至
2020年12月22日13时。

新郑出（2020）62 号（网）:2020 年 12 月 9日 9时至
2020年12月22日14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明》之后的2个工作日

内，携带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2、如竞价过程中无竞买人触发熔断地价，则以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如触发熔断地价，则竞价方式由限时
竞价转为一次竞地价（5分钟报价时长），竞得人的确定方
式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
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 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9日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0]24号

新郑出
（2020）58 号
（网）

新郑出
（2020）59 号
（网）

新郑出
（2020）60 号
（网）

新郑出
（2020）61 号
（网）

新郑出
（2020）62 号
（网）

孟庄镇双湖大

道辅道北侧、枣

源路东侧

龙湖镇经三路

西侧、纬三街北

侧

新区永福路南

侧、万福路东侧

新区新村大道

南侧、万福路东

侧

新区永福路北

侧、崇文路西侧

新村镇新郑正
商兴城置业有
限公司南侧、新
村镇人民政府
土地东侧

东至:规划二路;西至:枣源路、孟庄
镇政府土地、小石庄村土地;南至:
小石庄村土地、双湖大道辅道;北
至:孟庄镇政府土地、规划一路;

东至:经三路;西至:龙湖镇人民政
府土地;南至:纬三街;北至:龙湖镇
人民政府土地、祥云路;

东至:弘远路;
西至:万福路;
南至:规划道路;
北至:永福路;

东至:弘远路;
西至:万福路;
南至:新区管理委员会土地;
北至:新村大道;

东至:崇文路;西至:弘远路、新区
管理委员会土地;南至:永福路;
北至:新区管理委员会土地、规
划一路;

东至:新郑市郑韩保洁有限公司;西
至:新村镇人民政府土地;
南至:新村大道、新村镇人民政府
土地、新郑市郑韩保洁有限公司;
北至:新郑正商兴城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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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

警”教育整顿工作，近日，卫辉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及大队宣传科开展

事故车残骸警示教育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付荣 摄影报道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近日，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税务局邀请市委党校专家解
读全会精神，并要求各部门将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同当前税收工作紧密结合，使
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赵乐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