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武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修集体网挂【2021】01号

根据《焦作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和《焦作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挂牌出让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由修武县七贤镇方庄村村民委员会、七贤镇韩庄村村民委员会、小营工贸区小营村村民委员会

申请，经审核审查，并最终经修武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四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出让面积 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 容积率 建筑密度/系数（%） 绿地率（%） 建筑限高（米）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

XJT2020-10 方庄村 2742.56平方米（折合4.11亩） 商业用地 40 ≤2.2 ≤35 ≥20 ≤30 178 178

XJT2020-15 韩庄村 95642.51平方米（折合143.46亩） 工业用地 50 ＞1.0 ＞60 ≤20 ≤24 1617 1617

XJT2020-16 小营村 10552.48平方米（折合15.83亩） 工业用地 50 ＞0.6 ＞60 ≤20 ≤24 183 183

XJT2020-17 小营村 6821.38平方米（折合10.23亩） 工业用地 50 ＞0.6 ＞60 ≤20 ≤24 12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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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
网上交易，即通过焦作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挂
牌出让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四、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仅
限于网上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有意竞买者可登录焦作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挂牌出让系统（http://gtjy.jzgtzy.gov.cn）查询。凡
是办理数字证书的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18日17时前，
在网上浏览或下载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
序参加竞买。

六、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挂牌出
让申购时间为2021年2月19日至2021年3月3日17时
止，报价时间为：

XJT2020-10号地块：2021年 2月 19日 09时起至
2021年3月5日9时30分；

XJT2020-15号地块：2021年 2月 19日 09时起至

2021年3月5日10时；
XJT2020-16号地块：2021年 2月 19日 09时起至

2021年3月5日10时30分；
XJT2020-17号地块：2021年 2月 19日 09时起至

2021年3月5日11时。
七、申请人应当在挂牌报名截止前登陆焦作市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挂牌出让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
申请并支付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
3日17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

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拍卖挂牌出让活动的过程中

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XJT2020-10号地块：
王小四 13839111399
XJT2020-15号地块：
郭小平 15839180333
XJT2020-16号、17号地块：刘海旺 19939187885
地 址：修武县云台大道南段段西侧产业集聚区4楼
九、本公告同时在其他网上发布，查询网址为：
焦作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挂牌出让系统

（http://gtjy.jzgtzy.gov.cn）
十、本次挂牌出让情况如有变动，以焦作市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挂牌出让系统、修武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调整为准。

七贤镇方庄村村民委员会
七贤镇韩庄村村民委员会
小营工贸区小营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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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打击跨境网络赌博主题
宣传活动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王方方）在“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中，为增强辖区群众抵制网络
赌博意识，连日来，新蔡县公安局河坞
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街道、社区
开展打击跨境网络赌博主题宣传活
动。活动中，民警通过张贴防范网络
赌博宣传通告，发放印有防范常识的
宣传品，结合身边鲜活的案例等方式，
向群众讲解跨境网络赌博的危害和如
何防止掉入跨境网络赌博陷阱等法律
常识，受到群众支持与好评。

扎实推进平安单位创建工作

本报讯 按照创建平安先进单位
和综合治税要求，商丘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税务局多措并举，提早谋划，在
着力实施上下功夫，为税务部门树立
平安创建先进形象奠定良好基础。一
是健全创建组织。2021 年 1 月初，该
局迅速成立本年度平安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党委书记负总责，各党委成员分
工明确；及时制定创建工作规划，完善
创建工作措施，细化创建工作方案，确
保平安创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二
是开展创建宣传。该局组织平安单位
创建宣传小分队，张贴宣传标语，进辖
区企业、进结对学校、进帮扶社区，全
方位开展税收法规政策宣传，确保平
安税务创建工作渗透社会各个层面。
三是规范税收执法。该局加强与区党
工委管委会的沟通协调，认真落实综
合治税制度，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有
效提高纳税遵从度，确保圆满实现示
范区税务平安创建工作。（孙文杰）

定向精准辅导
机动车发票使用新规早知道

本报讯 2021年 5月 1日将开始实
行机动车发票使用新规定，结合省市
税务局会议精神，焦作市中站区税务
局于 1月 18日就早早组织召开了机动
车发票使用办法纳税人培训会。

此次培训，主要面向核定有机动
车发票且经营范围涉及机动车销售的
40户纳税人，详细讲解了5月1日后机
动车发票和机动车类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具体用法。会后设置了纳税人提
问、意见和建议现场搜集环节，第一时
间解答纳税人疑问并结合其实际经营
情况现场搜集建议。此次培训为机动
车发票使用新规做了预热工作，也让
纳税人提前熟悉了政策内容，为后续法
规的正式实施做了铺垫。（李萍何荷）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刘真）近日，西
平县公安局民警经过缜密侦查，
快速侦破系列盗窃农地变压器案
件，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2020年12月26日10时许，国
网西平供电公司宋集供电所工作
人员报警称，其位于西平县宋集
镇赵庄村北地地头的变压器及其
配件被盗走，价值约 1.6万元。在
此之前，宋集镇、人和乡两地已多
次发生盗窃农地变压器案件。接
到报警后，该局刑警大队立即抽
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工作。专案民警根据案发现场遗

留的线索进行排查，发现嫌疑人
作案用的车辆为农用三轮车。顺
线追踪，专案民警一路追至漯河
市南环路，锁定作案车辆在南环
路毛寨村内。时值寒冬，专案民
警冒着低温严寒，连续蹲守7个昼
夜，于2021年1月8日晚抓获驾驶
作案三轮车返回毛寨村的犯罪嫌
疑人崔某，并现场查获作案工
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崔某对
其自 2020年 11月份以来，多次在
西平县宋集镇、人和乡盗窃农地
变压器设备的作案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已被
西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胡斌通讯员乔瑞锋）1月15日，
鄢陵县法院召开了2020年度道交
一体化工作总结表彰会。许昌市
保险业协会副主任陈卓应邀到会
指导，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冀超
良作讲话。

太平洋财险鄢陵公司、平安财
险鄢陵公司、人寿财险鄢陵营销服
务部、人民财险鄢陵支公司、中华
联合财险鄢陵支公司、大地财险鄢
陵支公司、阳光财险鄢陵支公司等
负责人和受表彰的个人及县法院
干警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该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许凤莲主持。

会上，许凤莲对2020年道交一
体化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通报。
2020年，道交一体化处理中心受理
827件，调解完成651件，调解成功
534件。其中进入民事诉讼428件，
诉讼中调解成功102件，鉴定前置，
诉前委托鉴定157件，在省、市排名
位次靠前。道交一体化的做法，得
到了许昌市中级法院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肯定。接着，会议对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陈卓对获得荣誉的公司及个
人表示祝贺，希望再接再厉，再上
台阶。对下一步工作，他提出，要
进一步加强与鄢陵县法院的沟通，
集思广益，大胆创新，让鄢陵道交
一体化工作再上台阶；要加强自身

学习，提高自己业务能力；要加强
保险调解宣传工作，把好的经验做
法、经典案例上报法院或者协会，
树立保险业良好形象。

冀超良对2020年道交一体化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要求，要再学习。认真学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处
理”工作规范（试行）》，明确各部门
在道交纠纷一体化工作中承担的
职责任务，形成推进道交一体化工
作的合力，实现道交纠纷处理的无
缝对接。要再完善。继续加强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
机关、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
会协商推进；联席会议制度常态
化，完善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工作
沟通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完善信息共享机
制，推动信息系统间对接互通，实
现多部门多环节信息共享。要再
宣传。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信、
电视等媒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将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
纳入法律宣传活动体系，提升纠纷
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道交纠纷
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的知晓度和
信任度，增进社会公众对道交纠纷
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的参与度，营
造有利于推进道交纠纷网上一体
化处理机制改革工作的良好氛围。

封丘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以“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为契机，仔细排查，深
挖细查，于近日抓获并刑拘一名涉黑
加油站犯罪嫌疑人。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封丘
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近日召开特业、
寄递物流行业治安管理工作会议，提
醒从业人员依法依规经营，堵塞漏洞，
防患未然。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摄影报道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获嘉
县公安局监管场所进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阶段。针对当前复杂的防疫形势，
为充分做好“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
监所各项管理，获嘉县看守所日前经
过研讨，积极采取多项防控措施，确
保被监管人员安全、稳定。河南法制
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马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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