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活动中，原阳县公安局交警
部门合理分工，全面启动“高峰岗”，
增设固定岗，加强巡逻管控，及时劝
阻行人和车辆交通违法行为。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书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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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k-
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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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20-17号地块：2021年5月14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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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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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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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20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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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准入行业：纺织业4、行政办公及生
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面积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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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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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沈丘县沙南产
业集聚区滨河
东路南侧

27574㎡
（合41.36亩） 工业用地 ＞1 ＞60％ ≤15％ 50年 有底价 828 17828

地块名称

SQ20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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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k-
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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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2020-18号地块：2021年5月14日10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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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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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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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20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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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面积的：5%4、准入行业：食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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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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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位于沈丘县城
永安路北侧

33865㎡
（合50.7975亩） 工业用地 ＞1 ＞60％ ≤15％ 50年 有底价 1016 21

地块名称

SQ2020
-18

1016

近日，修武县税务局组织党员干
部到焦作市中站区防空洞红色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精
神，引领全局上下“学榜样、做榜样”。

王玉红 郑欣摄影报道

“穿上警服后，我没有忘记部
队的培养、战友的叮嘱。走进警
营，就要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让群
众安居乐业，我愿勤奋工作，不辱
使命、不负重托。”张鑫这样表达
自己对公安事业的信仰与热爱。

2019 年 ，张 鑫 怀 揣 着“ 公 安
梦”告别军营，走进警营，成为安
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解放路派出
所的一名辅警。他乐思善学，工
作认真负责，很快便成了民警的
好帮手、大家公认的业务能手。

2019 年 9 月，28 岁的张鑫到安阳
市北关区红旗北社区和星光社区
从事社区辅警工作。辖区实有人
口 3000 多户 1 万余人，场所多、外
来人口多、租住户多，居民情况比
较复杂。张鑫以警务室为依托，
时刻牢记初心使命，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总是在第
一时间出现，群众都夸他是“老百
姓的贴心人”。

今年 1 月，解放路派出所辖区
接连发生盗窃电动车案件。嫌疑

人作案后迅速逃跑，作案路线隐
蔽，涉及多个小区，案发地点多为
监控死角。张鑫积极协助民警调
取案发地周边公共视频，进行辨
别分析和图像串并，确定嫌疑人
为一名男子。张鑫与办案民警一
起，经过循线追踪，于 1 月 22 日在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南路一出租房
屋内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张
鑫共协助民警抓获各类违法嫌疑
人 20人，其中网上在逃人员 6人。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王丹青/
文图）4月16日下午，商丘市睢
阳区检察院组织志愿者 10 余
人，以“文明健康，绿色环保”为
主题，到辖区天祥花园小区，开
展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宣传、卫
生清洁等活动（如图）。

活动现场，志愿者身穿写
着“跟我来”字样的红马甲，向
过往群众发放《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等宣传资料，并清理小区

垃圾，擦拭宣传栏，热情解答社
区群众提出的各类法律问题，
推动全国爱国卫生月活动取得
良好效果。参加活动的志愿者
表示，会充分利用这次志愿活
动的契机，加强对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指示精神的学习，提升对
志愿服务的认识，更好地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群众，为推动社
区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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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警营 不负韶华
□吕志国

组织志愿活动 推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

辅警张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