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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编号

G2018
-31

G2018
-32

位 置

王村4号路
以北、11号
路以东区域

龙升大道以

东、王村6号
路以北区域

面 积

31328.3
平方米

（46.992亩）

29422.1
平方米

（44.133亩）

用 途

商业

用地

住宅

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容积率

1.0≤
R≤2.5

1.0≤
R≤2.8

建筑

密度

不大

于35%

不大

于18%

绿地率

不小于

30%

不小于

40%

起叫价

（万元）

7050

6620

竞 买

保证金

（万元）

7050

6620

增 价

幅 度

（万元）

５０

５0

有无

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

为准，详见《规划条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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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凡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手续和

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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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土地出让金及列入行贿黑名

单、信用中国（南阳）网站黑名单里失信

被执行人（法人）和失信被执行人（个

人）等情形之一的企业或个人，在违法

违规违约行为处理完毕之前，该企业

（包括其控股股东及其控股股东新设企

业）或个人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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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
日 至2018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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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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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前缴纳竞买保

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

G2018-31地块：2018年9月30日
16时00分。

G2018-32地块：2018年9月30日
16时30分。

拍卖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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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了竞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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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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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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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累累8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7-63108319
联系人：杨道川

南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10日

南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宛国土资告字〔2０18〕17号）

经南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南阳
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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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委

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9月18
日上午10时，在南阳市张衡路
6号金凯悦大酒店4楼会议室
举行拍卖会，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南阳市21处
房产、房产权益【标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我公司网站或者扫码关

注我公司微信公众号“河南省

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查询】。

上述拍卖标的以现状进行

整体打包拍卖，具体位置、面积

和权属状况等以权属证明文件

登记记载或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为准，竞买人应当充分了解标

的现状和房产权属实际情况。

二、标的展示：公告之日-
2018年9月17日18:00，在标的
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在标的展

示期间实地查看和充分了解拍

卖标的，并于2018年9月17日
17时前缴纳一定数额的竞买保
证金到我公司账户，持相关证

件等证明资料到拍卖会场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

到账为准，拍卖未成交者，保证

金全额无息退还。累累累11
联系电话：

0371-6777377667773779
17319781666
企业网址：www.qfpm.com
联系地址：郑州市花园路

144号信息大厦19层

河南省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0日

房产拍卖公告

详情可

扫码关

注查询

本报讯 （记者南琳 通讯员宋

海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建七局

南阳月季大道项目开展了“谢师恩·

讲传承”师徒交流活动（如右图）。

为加强青年人才培养，中建七

局制定双导师带徒制度。每个刚毕

业的大学生入职公司，都会有一名

职业导师和技能导师，对青年员工

进行职业规划和技能培养。2017年
和2018年，南阳月季大道项目共入
职新员工9名，其中全日制本科生8
名，硕士研究生1名。项目按公司
要求为每名新员工配备两名导师对

他们进行培养，这次活动旨在加强

师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进一步夯

实师带徒制度。交流会上，每对师

徒都总结了自己在师带徒制度执行

过程中的得失和下一步的努力方

向。每个徒弟感谢了师傅对自己耐

心细致的培养，并给师傅送上写有

自己真挚祝福的精美贺卡。据该项

目党支部书记介绍，南阳月季大道

项目定期开展师徒交流活动，检验

阶段性师带徒成果，增强师徒感情，

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

德。⑥5

倡导尊师传统

壮大名校集群
本报讯（记者李小胄 高波）9月7日，宛城区为三中教

育集团、十九中教育集团、九小教育集团进行授牌，这标志

着该区的教育创新迈出了新步伐。

为缩小城乡教育教学水平，宛城区在教育创新中打造

出了新品牌，该区以城区学校为核心，成立12个城乡学校共
同体，中学以南阳市三中建设路校区、南阳市三中伏牛路校

区、南阳市十九中、南阳市实验学校四所城区中学为共同体

的核心校区，分别捆绑相应的14所农村中学。在此基础上，
将溧河一中、溧河二中划入市三中，组建三中教育集团；将

茶庵一中、茶庵二中划入市十九中，组建十九中教育集团；

将红泥湾小学与九小合并，组建九小教育集团。⑥5

重奖教育功臣
本报讯（通讯员屈连文）金秋时节，桃李芬芳。9月8

日上午，卧龙区重奖教育功臣425万元。
卧龙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方向，强力推进教育改革，持

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区教育工作频频出彩。近年来，该区累

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新建高中一所、十五年一贯制学校一
所，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幼儿园）80余所，建筑面积30万
平方米，投入1亿元资金，为全区89所中小学配备了图书、
仪器、计算机等教育设施，实现了全区办学条件的上档升

级，并顺利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

此次卧龙区重奖教育功臣，市八中、市十一中、市二十一

学校、市九中等学校受到隆重表彰，在2018年全市教师节表
彰会上，市政府对卧龙区通令嘉奖，奖励资金2000万元。⑥5

9月9日，在南阳市元培实验高级中学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的典礼上，学生代表向9

名特级和高级教师敬献鲜花 ⑥2 本报记者 张戈 摄

信息快报�

本报讯 （记者段平）9月 7
日，市民政局公布全市农村敬老

院星级评定结果。经过评定，全

市评出一星级敬老院36所，二星
级敬老院 14所，三星级敬老院
9所。

自全市民政系统开展“大整

改、大提升”活动以来，我市对全市

农村敬老院进行了整改提升，并

开展了全市农村敬老院星级评定

工作，令我市农村敬老院建设管

理等各方面工作得到持续提升。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还将在敬老院的升级改

造中着重加强无障碍设施改造，

增加护理床位，加大护理设施配

备，专门设置护理间；做好敬老院

厕所改造工作；对消防、食品、意

外等各种隐患早排查，制定应急

预案。⑥6

评定星级敬老院
升级改造促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韩立姣 王

晓廷）西峡县军马河镇在全面落

实贫困户医生签约服务的基础

上，积极开展“医疗服务下村入

户”活动，实现医生队伍定期下

沉到村、到户，定期进行健康

服务。

针对散养五保贫困户和留守

贫困户的困境，军马河镇采取贫

困户紧急救助医疗“110”，将医疗

扶贫最后一公里做好做实。他们

为散养五保贫困户和留守贫困户

配备救助电话，并设立紧急救助

医疗专用电话，要求成员单位通

讯畅通；从贫困户医生签约服务、

紧急上报、病情处理、陪护安排，

全力呵护贫困户生命健康，医疗

扶贫惠及全镇贫困户392户805
人，为全镇贫困群众生命加固了

一把平安锁。⑥4

医疗服务下基层
健康服务惠农户

本报讯 （记者赵勇）一男子

在网上认识一“美女”后坠入情

网，之后“美女”以各种理由骗取

该男子数万元。淅川警方跨域追

踪，近日在禹州市展开收网行动，

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及其女友杨

某某抓获归案。

2018年 1月，淅川县的李某
通过微信认识一“美女”，并被

“美女”朋友圈里的靓照和语言

折服，迅速陷入情网。之后“美

女”以“打官司”、“家人有病”、

“买衣服”等理由向李某索要钱

财。其间，李某要求与其见面，

均被“美女”以种种理由回绝。

电话通话后，李某听到对方确实

是一娇滴滴女子后，便彻底相信

了对方，直到8月份李某被对方
微信拉黑后幡然醒悟。接警后，

淅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成立专

案组查处此案，经缜密侦查及多

方追踪，8月底，民警奔赴禹州
市，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及其女

友杨某某抓获归案。刘某某对

自己在网上下载美女靓照发在

朋友圈引人上钩，并让女友杨某

某与受害人通话实施诈骗的行

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及

其女友杨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淅

川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⑥4

网上交友陷情网
男子被骗数万元

警情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