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序号

1 住宅兼容
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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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价幅度
（万元）

BT-2018 宝丰县同岭路西段南侧 ≤3.0 ≤30% ≥35%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有底价 6500 3000 100

24169.2平方米
（36.25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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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9 日至

2021年 1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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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4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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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

BT-2018地块：2021年1月15日11时00
分00秒。

拍卖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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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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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得成功后，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其他税费，竞得人与宝丰县土地
开发中心签订耕地耕作层剥离协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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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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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浏
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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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5-6515680
联系人：李女士
1.开户单位：宝丰县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 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丰支行
账 号：410406010190005303
2.开户单位：宝丰县财政局国库股（土地清

理专户）
开 户 行：河南宝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城支行
账 号：00000024412091245012
3.开户单位：宝丰县财政局资金结算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宝丰县为民路

支行
账 号：100293236620018888
备注：保证金缴纳以银行系统生成的子账

号为准
宝丰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12月19日

（宝丰县网拍[2020]028号）
经宝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宝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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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定宝丰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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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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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监督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
本报讯 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坚

持开展廉政家访活动，把对党员干警的
监督从单位拓展到家庭，从“工作圈”延
伸到“生活圈”。该院通过与党员干警家
属唠家常的方式，了解干警的家庭状况、
个人爱好及人际交往情况；同时，向家属
反馈党员干警在单位的工作表现，听取
家属意见建议，并开展廉政提醒，宣传党
纪党规，引导党员干警家属当好“廉内
助”，常吹“耳边风”，和党员干警共同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清
廉家风守住廉洁底线，守护家庭幸福。

（郭颖）
防范电信诈骗 守好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拘留所党支部

书记张娜给被拘留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
电信诈骗防范课。课堂上，张娜列举了电
信诈骗的刷单、网上贷款、网上交友以及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十二种手段”，
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刻分析，教被拘留人
员如何认清电信诈骗的真实面目。

最后，张娜说，当遇到电信诈骗时，一
定要做到“一个立即”，即遇到诈骗时不要
心存侥幸，应当迅速终止交易、保存涉案
证据，并立即报警，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通过这次电信诈骗防范课堂，被拘
留人员表示受益匪浅，一定告诉身边人
免受其害。 （张乾业）

多举措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本报讯 平顶山市石龙区司法局多

措并举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一是落实走
访排查。通过入户走访、谈心谈话等，与
社区矫正对象本人或者监护人、亲属交
谈，全面掌握社区矫正对象思想行为动态
和日常生活状况。二是确保监管到位。
依托河南省社区矫正综合管理指挥平台，
对辖区内22名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高频率
定位巡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不脱管、不
漏管。三是落实教育引导。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加
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引导，做好教
育、规劝、感化工作。 （张华）

教育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近日，西峡县五里桥镇教育

系统开展教育扶贫“教师大走访”活动，
确保如期完成教育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该镇按照“谁走访、谁负责，谁遗漏、谁负
责”的原则，采取分级分类的方式，将今
年秋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及其他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走访、排查工作抓好抓
实；压实责任，加强排查，摸清底数，多措
并举，做好工作；重点关注义务教育阶段
残疾儿童少年，落实“一人一案”，实现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特
校入学，资助全覆盖。（乔永久）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12月21日，西峡县检察院检察官
法治副校长来到该县第一高级中学
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图为检察官
法治副校长与同学们进行课后互
动。 马志全摄影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深化“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
和“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
育整顿活动，近日，新乡市公安局
红旗区分局以“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为指引，组织民警走上街头，向
广大市民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志辉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扎实开展“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维护辖区治安
秩序持续稳定，提升驾驭社会
治安局势的能力和水平，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近日，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
分局全面结合“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对辖区内宾馆、旅馆等场
所开展平安旅馆创建活动，确
保旅馆业的规范经营，维护辖
区治安稳定。

落实“四实”登记制度。该
分局民警认真查看辖区内各旅
馆是否落实“四实”登记制度，
夯实安全基础，要求各旅馆设
立旅客贵重物品寄存登记簿、
旅客遗留物品登记簿、消防安
全检查记录簿，做好旅客各项
登记，并与派出所签订治安责
任书。

强化消防安全工作。该分

局严格要求各旅馆落实好24小
时值班制度及消防每日巡查制
度，旅馆出入口、通道、前台、停
车场、楼道要安装公共监控设
备，公共视频资料要图像清晰并
保存30日，工作人员要增强消防
安全意识，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做好从业人员管理。该分
局民警检查各行业从业人员名
单，对从业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并定期开展法治教育和安全培
训，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法律意
识及信息化水平，为引导旅馆业
守法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

加强治安监督检查。该分
局对治安管理检查中发现的不
落实和不上传实名登记信息的
旅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
确保辖区旅馆业的规范经营。

（苏栋栋）

本报讯“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开展期间，南阳市公安局鸭
河工区分局接到辖区居民张先
生报警，称其养了多年的金毛
犬被人偷走。张先生与这只金
毛犬感情很深，犬被盗后张先
生心急如焚、情绪低落。

接到报警后，该分局高度
重视。该分局社区警务大队迅
速组织警力成立侦查小组，深
入开展案件调查侦破工作。

通过走访附近群众及调取
公共视频，经过深入分析研判，
侦查小组民警很快便将视线锁
定在辖区居民李某某身上。经
查，李某某早年就曾因盗窃入
狱两次，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
改。锁定李某某后，侦查民警
没有贸然行动，而是通过对李

某某的深入调查，发现
了其

同案人员夏某。在两人准备再
次作案时，民警一举将两人抓
获。

在大量事实面前，李某某、
夏某两人对他们连续流窜偷犬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民警在追回张先生被盗金
毛犬的同时，还带破了盗犬案件
6起，依法追回各类大型宠物犬6
只。当侦查小组民警将这些被
盗的宠物犬一一送还失主时，很
多失主都不敢相信，其中两位失
主看见爱犬时激动得直流眼泪，
一直夸民警是“及时雨”，解了他
们多日来的心头之忧。

目前，李某某、夏某两人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民警提醒：公安机关时刻
关注民生案事件，在发生类似
案事件时，一定要第一时间报
警，以便公安机关侦查破案。

（周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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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侦破盗犬案

依托平安守护
创建平安旅馆

南阳市公安局鸭河工区分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推进“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和“纪律
作风深化年”活动，近日，新乡市
公安局红旗分局以“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为抓手，全面掀起冬季
严打热潮。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景旭阳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