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注：SQ2020-68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
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停车泊位指标：机动车：1
个/100㎡商业建筑面积，非机动车：6个/100㎡商业建筑面积.3、受让
人须按西蔡河商业街建筑施工图设计进行建设.4、由辖区政府负责
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SQ2020-69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
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停车泊位指
标：机动车：住宅≥1.2个/户，1个/100㎡商业建筑面积，非机动车：6
个/100㎡商业建筑面积.3、受让人须按西蔡河商业街建筑施工图设
计进行建设.4、商业建筑面积占宗地总建筑面积的比例＜35%.5、由
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SQ2020-74号：1、宗地"五通
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
整）.2、停车泊位指标：机动车：1个/100㎡商业建筑面积，非机动车：6
个/100㎡商业建筑面积.3、受让人须按西蔡河商业街建筑施工图设
计进行建设.4、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SQ2020-76
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
地内土地平整）.2、停车泊位指标：机动车：1个/100㎡商业建筑面积，
非机动车：6个/100㎡商业建筑面积.3、受让人须按西蔡河商业街建
筑施工图设计进行建设.4、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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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 至2021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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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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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20-68号地块：2021年5月14日10时20分00秒。
SQ2020-69号地块：2021年5月14日10时30分00秒。
SQ2020-74号地块：2021年5月14日10时40分00秒。
SQ2020-76号地块：2021年5月14日10时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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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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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国土资源交易竞买人系统操作手册试行点此下载并认真查看。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102051 联系人：王先生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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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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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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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20-68
县城西蔡河商业
街滨河西路西侧

3685㎡
（合5.5275亩）

地块名称

2 SQ2020-69

3 SQ2020-74

14190㎡
（合21.285亩）

4688㎡
（合7.032亩）

商业用地

居住（兼容商业）
用地

商业用地

1＜R＜1.8

1＜R≤2.5

1＜R＜1.8

1＜R＜1.8

＜50％

＜50％

＜50％

＜50％

≥25％

≥25％

≥25％

≥25％

商服40年

商服40年、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商服40年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1106

4683

1407

1708

23

94

29

354 SQ2020-76 5692㎡
（合8.538亩） 商业用地

县城西蔡河商业
街滨河东路东侧

县城西蔡河商业
街滨河西路东侧

县城西蔡河商业
街滨河西路东侧

500

2000

700

800

SQ2020-68

SQ2020-69

SQ2020-74

SQ2020-76

推进教育整顿推进教育整顿 打造政法铁军打造政法铁军
南阳系列报道之二十五南阳系列报道之二十五

社旗县公安局
保护群众展警威
担当有为保平安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李东晓）为震慑犯罪，鼓舞群众，进
一步推动防范打击侵财犯罪向纵
深发展，集中展示社旗县公安局在
队伍教育整顿期间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所取得的成果，4 月
11 日上午，社旗县公安局在该县
文化广场举办退赃大会，将近期侦
破的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中追回
的部分手机、电脑、电动车以及 40
余万元赃款全部返还给群众。

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周
哲，局党委委员张须钦，相关案件
主办民警及 10余名受害群众代表
参加退赃大会。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社旗县
公安局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打
盗抢、抓现行、挖团伙、追在逃人
员，向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发起了凌厉攻势。2021 年 1 月份
至今，社旗县公安局共侦破刑事
案件 38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43
人，逮捕犯罪嫌疑人 294 人，抓获
在逃人员 107人。

会议强调，下一步工作中，社
旗县公安局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加大打击力度，坚决严惩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检举揭发违
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正告那些
违法犯罪分子，必须立即停止一切
违法犯罪活动，主动投案自首，争
取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活动现场，民警通过发放彩
页、现场讲解、接受咨询等形式，
向广大群众进行了预防电信诈骗
知识宣传。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豫1702民初3576号

王秀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分公司诉你财

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1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

临颍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于 2021 年 5 月 8 日 10 时至 2021
年5月9日10时（延时除外）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田某某位于河南省临

颍县城关镇规划路中段南侧房产及土

地。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

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
tList.436.JaSrit)。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占军：本院受理李银锤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0425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薛店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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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队伍 抓普法 保平安
邓州市检察院
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查纠整改动员部署推进会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郭琨 通讯员 梁常
建）4月 14日下午，邓州市检察院召
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动员
部署推进会，全院干警参加。会议
总结学习教育环节工作，安排部署
查究整改环节工作，该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娄全田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会议指出，在学习教育环节，该
院站位高、策划细，统筹部署压实责
任；不走样、有特色，学习内容精准
务实，注重精准滴灌、突出政治教
育，注重现场教学、强化警示教育，
注重典型激励、深化英模教育，注重
结合业务、抓好转变司法理念教育；
形式活、载体多，以学促改相互提
升，较好地完成了学习教育环节各
项工作任务，取得了预期效果。

会议强调，查纠整改阶段是教
育整顿的关键环节、中心环节，要
把稳节奏，突出重点，确保查纠整
改稳步推进。坚持刀刃向内、自我
革命，突出“自查从宽、被查从严”，
综合运用自查自纠、组织查处、专
项整治，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整治
顽瘴痼疾。

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统筹
兼顾，务求查纠整改取得实效。要
强化组织领导，讲究工作方法，注
重统筹结合。全院干警要站在讲
政治、履责任、看担当的高度，务求
查纠整改达到既定目标，实现预期
效果。

镇平县公安局直属分局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王小平）全县公安队伍教育整
顿开展以来，镇平县公安局始终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
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
活动为依托，强化责任担当，增强
为民服务意识，扎实开展各项公
安工作。近日，镇平县公安局直
属分局利用辖区赵湾小学组织学
生春游的机会，积极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

4 月 15 日，石佛寺镇赵湾小
学组织师生 100多人到赵湾水库
开展春游活动。当师生一行来到
直属分局赵湾警务室时，警务室
负责人魏华帅积极组织警务室民
警、辅警对师生们进行普法宣
传。民警们通过生动的案例，详
细讲解了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
的含义，并列举了侵犯受教育权
和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同时，讲解
了关于校园欺凌行为的危害，以
及遭受校园欺凌时应该怎么做等
事项；并对赵湾小学的学生们进
行安全教育，天气逐渐变热，告诫
同学们一定不要到河边、水库等
危险地方游泳戏水，以防出现危
险，后悔莫及。

通过普法及安全宣传教育，
民警们及时为孩子们上了一节生
动的法治课，进一步增强了广大
师生的法律意识，提升了学生的
自我防护和保护能力，对预防和
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
年健康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欢迎。

以下人员在合同期内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及我单位规章制度，自登报之日期60
日内到单位报到，逾期不报到者，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名单如下：
李海涛 黄保川 杨金学 郑龙龙 王红武 李江伟 杨晓
乔志辉 董厚乐 贾亚飞 李青武 马晓琳 陈春宇 张杰
程矿伟 平少飞 张久思 张红保 秦卫星 郭哲锋 赵金明
杜中伟 李帅 韩晓敏 王磊 张保锋 李冬冬 张乐
董亚明 王鹏帆 季义龙 郭洋阳 张瑞东 袁晓 段卫卫
朱启超 高斌斌 李磊 卫飞 赵宏峰 张强 周海伟
窦矿云 谢俊超 张帅 杨国强 刘超 刘涛 冷雷
马耿 王冲开 裴金峰 张小星 赵红波 王军锋 赵果
郑顺奎 韩召民 徐俊 李平光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8-5883303、0398-5883926
义煤集团孟津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22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