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封
丘县公安局应举派出所联合赵岗派出所，
组织民警远赴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循线追
踪，成功抓获电信诈骗涉案人员，追回涉
案赃款1万元。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摄影报道

近日，长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张
继民结合教育整顿工作，到蒲北派出
所督导检查“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
情况。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玮 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组织召开新老
民警座谈会，共话从警体验，深化为民
情怀，筑牢忠诚警魂，并以此为动力深
入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营造更加
稳定的社会环境。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
黎明 通讯员进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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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孔杨
华）1月 10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东风路派出所
民警抓获一名涉嫌票据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李某军。

2020 年 1 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军伙同他
人，利用虚假手续骗取银行设立对公账户，对外开具
多份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数额巨大。

2021年1月9日，因涉嫌票据诈骗，李某军被山东
省莱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列为网上在逃人
员。1月10日，东风路派出所副所长郭睿在进
行日常研判分析时，发现上网的在逃人员李某
军疑似郑州籍常住人口。针对这一情况，郭睿
带领该所民警前往李某军经常活动的区域展
开走访摸排。当天17时许，民警锁定了李某军
的具体位置，郭睿带领民警迅速将其控制。

经现场确认，李某军确为被山东省莱州市公
安局经侦大队上网追逃人员。目前，嫌疑人李某
军已被移交山东省莱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次日被金水警方抓个正着

连续发案

智擒窃贼智擒窃贼

经调查审讯，嫌疑人是 2020 年
10月份刚刑满释放人员李某海，曾经因盗

窃被判过两次有期徒刑，反侦查意识极强，出
狱后不思悔改重操旧业。经分析研判李某海行动

轨迹，民警查到嫌疑人盗窃电瓶后，将电瓶低价卖给
邓某。同日，该所民警将邓某抓获，并在其家中查
获被盗电瓶 30余组，带破案件 10余起。

近日，李某海已被移送起诉，邓某
被取保候审，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法网恢恢

“快快，跟紧，别让他溜
了……”周口市淮阳区公安局

郑集派出所民警苏帅看到嫌疑人
出现，立即示意辅警宋振坤加快步
伐。这是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3 时
许，发生在周口市淮阳区运河河堤
郭葛村段的一幕。

自2020年10月起，该所接连接
到郑集乡西梁集河堤上电动车电
瓶被盗案，有时一天有两三辆电
动车电瓶在该处被盗。所长耿
凯非常重视，带领民警多次查

看现场，研判分析案件。经

过研判分析，民警发现嫌疑人作案地
点及作案对象相对固定。作案地点
选择在田间和河堤，作案对象选择在
田间务农的农民以及在河边钓鱼的
人员。田间和河堤上没有公共视频，
公安机关侦破案件难度较大。

总结出以上规律特点后，苏帅
带着宋振坤沿河堤对附近村民走访
询问。经过几天的走访，民警在河堤
东侧的张庄村获取一些信息。张庄村
的张某称，在2020年11月2日下午2
时许，他骑车刚上河堤，就看见一名中
年男子骑着一辆白色海王星摩托

车，戴着黑色口罩，神色慌张，在他
摩托车的脚踏板上放了一组电瓶。
当时，张某也没多想，现在得知公安
机关在寻找盗窃电瓶的犯罪嫌疑人，
便怀疑那个人就是。

得知这一信息后，苏帅立即对
周边公共视频进行排查，但却没有
发现任何可疑人员。苏帅与耿凯
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还会继续
作案，便在案件高发地、案件频
发的时间段进行蹲守。

蹲守抓捕

经过三天的蹲守，在 11 月 11 日 13 时许，
苏帅和宋振坤在河堤郭葛村段发现一名可疑
男子，体貌特征与张某描述的完全吻合。因
为尚不能确定是不是犯罪嫌疑人，他们两人
没有贸然行动，就在后面悄悄尾随，并及时与
所里民警联系，准备在河堤的另一端进行堵
截。

由于嫌疑人骑的是摩托车，苏帅和宋振
坤是步行，苏帅赶紧借了河边一名钓友的电
动车继续追赶。

不久后，嫌疑人从一个废弃的小桥上骑
行到了河的西岸。为了不引起嫌疑人警觉，
苏帅和宋振坤一直在河东岸骑行，顺便观察
嫌疑人的一举一动。此时，支援的民警早已
在西侧河堤等待抓捕最佳时机。

嫌疑人骑行了一小段，突然停车，在他前
方10米左右停了两辆电动车。嫌疑人先是四
周观察一下，看到两辆电动车的主人都在河
堤下面专心钓鱼，就开始对电动车的电瓶下
手了。这一切都被苏帅看得一清二楚，他确
定这个人必定是犯罪嫌疑人，但此时并不适
合抓捕，因为当时地势开阔，犯罪嫌疑人又骑
着摩托车，一旦失误很难追到。

苏帅与在前方堵截的民警及时沟通，等
待合适的抓捕时机。嫌疑人可能出于警惕，
放弃了作案，马上骑行离开。此时，嫌疑人已
经很接近堵截的民警了。当堵截的民警刚一
打开车门下车，嫌疑人立马就觉察到了危险，
立即掉头向西，民警合力将其控制住，并从嫌
疑人的兜里搜出了各种小锥子、起子、钳子等
作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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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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9日 至2021年2月7日登录周口

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jyzx.zhou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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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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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21-10号地块：2021年2月9日10时00分00秒。
SQ2021-11号地块：2021年2月9日10时10分00秒。
SQ2021-12号地块：2021年2月9日10时20分00秒。
SQ2021-13号地块：2021年2月9日10时30分00秒。
拍卖网址：周口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jyzx.zhou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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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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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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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7/ Win10；浏览器请使用 IE10及以上版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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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证书驱动请到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jyzx.
zhoukou.gov.cn）下载中心下载，并正确安装。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此次网上拍卖出让网上申请、报价，不接受电话、传真、邮

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报价。
（二）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资料，与本公告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三）缴纳竞买保证金请按交易系统提供的银行账号缴纳。
（四）竞买人除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外，还

应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
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五）竞买人凡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手续和倒卖土地等犯
罪行为、非法站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
闲置一年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擅自改变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途搞商品房开发、拖欠土地出让金等情形
之一的企业或个人，在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完毕之前，该企业（包括
其控股股东及股东新设企业）或个人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因
弄虚作假而竞得土地的，其竞买结果无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
竞得人承担全部责任。

（六）本次出让为无底价出让。
（七）竞买人竞得土地使用权后，竞得人必须严格按照沈丘县规

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意见进行施工建设。
（八）本次公开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

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13592268089
联系人：王先生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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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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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沈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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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宗地“三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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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行业：冶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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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21-10
位于周口市钢铁
产业园内

58924.02㎡
（合88.3860亩）

地块名称

2 SQ2021-11

3 SQ2021-12

155377.28㎡
（合233.0659亩）

515729.86㎡
（合773.5948亩）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1

＜1

＜1

＜1

＜30%

＜30%

＜30%

＜30%

＜15%

＜15%

＜15%

＜15%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1326

3496

11604

247

27

70

11604

54 SQ2021-13 10963.02㎡
（合16.4445亩） 工业用地

SQ2021-10

SQ2021-11

SQ2021-12

SQ2021-13

位于周口市钢铁
产业园内

位于周口市钢铁
产业园内

位于周口市钢铁
产业园内

1326

3496

233

247

年关将至，票据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时有发
生，广大群众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

各商户企业发生票据交易时，应查清付款方
的真实背景和经营状况；收款方式尽量选择短期
支票，并尽快验票贴现；交易时间避开节假日，防
止不法分子利用银行暂停办理对公业务的时间
段，高价买进低价转卖卷款潜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