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
2020
09//01

HENAN LEGAL DAILY

12

政法一线

责任编辑 牛亚丽
美编 曹松柯 校对 刘任晓

跨省追捕
抓获 6 名诈骗嫌疑人
本报讯 看似简单的买卖
生意，没想到并不简单，6 名诈
骗团伙演双簧诈骗受害人 8.6
万余元后销声匿迹。嵩县公安
局奋战 4 个多月，近日成功将 6
名嫌疑人悉数抓获。
今年 4 月，王先生在嵩县和
朋友闲聊时，朋友在办公室内
接到自称消防队“刘教导”的电
话，询问能否提供建筑公司的
联系方式。电话刚好被王先生
听到，于是便留下“刘教导”电
话。随后，王先生与其联系时
对方提出要采购其他材料，要
求王先生先垫钱购买，于是王
先生分两次给对方账户转账 8.6
万余元，
后对方失联。
接到报警后，嵩县公安局
反诈中心经过近两个月的追
踪，最终锁定嫌疑人位于福建
省晋江市。7 月 1 日，乔红立等
民警前往福建省实施抓捕。办
案民警经过近 10 天的摸排，在
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
确定嫌疑人颜某在晋江市某保
险公司上班，并成功将颜某抓
获。嫌疑人颜某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作案事实，并交代了同伙
及其上线的信息。民警根据颜
某提供的线索，一举将其同伙
吴某、张某抓获。
8 月 12 日，当办案民警准备
对嫌疑人上线许某实施抓捕
时，发现嫌疑人许某极其狡猾，
且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民
警经过 3 个昼夜的蹲守，最终将
嫌疑人许某及同伙林某成功抓
获 。 目 前 ，6 名 嫌 疑 人 均 被 刑
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胡晓 杨新亮）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近日，封丘县公安局情指快反处置队员走上
街头，向学生及家长宣传防范电信诈骗等安全
防范知识，
增强防骗能力。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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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干警忙碌的身影

▶为做好学生返校复学工作，严防突
发事件在校园内发生，切实保障全校师生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8 月 31 日，郑州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三大队统一在辖区各学校联
合开展学生复学保障工作。在现场，民警
紧密协助学校老师，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
做好自我防护，劝散聚集人员，保障流通畅
行，使学生有序、安全进入校园复课，确保
校园良好开学秩序。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
晓波 通讯员 文武 摄影报道

▲8 月 28 日下午，信阳市中级法
院民三庭副庭长吴孔玉带领干警，为
浉河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上了一堂民法
典法治宣讲课。吴孔玉以《人类法律文明
史上的崭新路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专题解读报告》为题，从民法典的立法经
过、立法意义、立法原则、主要内容等四个方面
进行讲解，并现场解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
律问题，
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好评。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郭晓雨 摄影报道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批
示指示精神，深刻吸取“多合一”场所
火灾事故教训，严防此类火灾事故发
生，近日，西华县公安局聂堆派出所
联合聂堆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在辖
区范围内全面打响“多合一”场所消
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河南法制报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何强 摄影报道

公

▶8 月 28 日上午，许昌市魏都区检
察院举行“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文明用
餐我先行”活动签字仪式。全体干警在
横幅上签字。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
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河南法制报记
者胡斌 通讯员 宋二歌 李红 摄影报道

汝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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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富盈街以东，规划二路
以南，规划三路以北。

1

WG-2020-11-1 O—04—14街坊

2

富盈街以东，规划二路以
WG-2020-11-2 O—04—15—01地块 南，
规划三路以北。

3

WG-2020-11-3 N—06—10—03地块

祥云路西侧，文化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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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面积
（平方米）
9585.41
（14.38 亩）
4882.34
（7.32 亩）
15160.21
（22.74 亩）

土地用途

告

河南巨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依法受理郝利平、宋倩倩、朱志
敏、
李宜哲、
张洋、
冉吉祥、
刘培培诉你单位关
于工资劳动争议案件（牟劳人仲立字[2020]
第 0225 号、第 0226 号、第 0227 号、第 0231
号、
第 0232 号、
第 0230 号、
第 0229 号）。因
你单位注册地址无工作人员，
无法与你单位
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
申请书副本、
开庭通知书等，
请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
逾期即视
为送达。本委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 9
时、
10 时、
11 时、
12 时、
15 时、
16 时、
17 时在
本委仲裁庭（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房产大厦
16 楼）开庭审理郝利平、宋倩倩、朱志敏、李
宜哲、
张洋、
冉吉祥、
刘培培与你单位的劳动
争议案件，
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中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1 日

容积率

城镇住宅用地 1.0≤容积率≤2.5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系数）
≤28%
≥35%

有无底价

起始价
（万元）

70

80

有底价

1000

900

出让年限 建筑限高
（米）

保证金
（万元）

城镇住宅用地 1.0≤容积率≤2.5

≤28%

≥35%

70

80

有底价

550

500

城镇住宅用地 1.0≤容积率≤2.5

≤28%

≥35%

70

80

有底价

1600

1500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0 年 8 月 28 日至 2020 年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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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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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 地块：2020 年 9 月 18 日 08 时
00 分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 9 时 30 分；
wg-2020-11-2 地块：2020 年 9 月 18 日 08 时

00 分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 10 时 00 分;
wg-2020-11-3 地块：2020 年 9 月 18 日 08 时
00 分至 2020 年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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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自然资网挂[2020]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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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