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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国土资源
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二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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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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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

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详

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通知公
告”——《关于启用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新系统的公告》），并于2019年2月
14日 9时至 2019年 3月 1日 16时，登录新郑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网上交易大厅”
系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1日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
新郑出〔2019〕22号（网）：2019年 2月 20

日9时至2019年3月5日10时；
新郑出〔2019〕23号（网）：2019年 2月 20

日9时至2019年3月5日11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核
资料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
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上竞买
人参与竞买且有不低于起始价报价的，系统自
动转入5分钟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
得人。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

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站发布补
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
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6268107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 系人 ：司先生 孟先生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月30日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19〕7号

宗地编号

新郑出〔2019〕
22号（网）

新郑出〔2019〕
23号（网）

土地
位置

新郑市新区弘远路
东侧、姬水路北侧
新郑市新区少典路
南侧、崇文路西侧

界 址

东至：崇文路；西至：弘远路；
南至：姬水路；北至：规划道路。
东至：崇文路；西至：弘远路；

南至：规划道路；北至：少典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7845.35

45675.09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讯、通给水、
通排水、地面平整

通路、通电、通讯、通给水、
通排水、土地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6、小于等于2.0

大于1.6、小于等于2.0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25%

小于等于25%

绿地率

大于等于35%

大于等于35%

出让年限
（年）

70

70

起始价
（万元）

15117

1824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117

18243

“伟大的变革”大型展览
参观人数突破300万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对公众开放以来，社会各界群众参观热情不
减，展览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扩大。寒假期间，首都大中小学生纷
纷利用假期参观展览，掀起了又一个参观热潮。截至 2019年 1
月 29日下午，展览现场参观人数突破300万。来自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实验学校初二年级的陈浩天同学作为第300万位现场观
众，收到“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代表景海鹏签名赠送的改
革开放40周年纪念邮票。

北京市许多中小学校把展览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生动课堂，纷纷布置寒假作业，开展假期实践，用展览现场丰
富的图片文献、详尽的数据图表、真实的模型实物、有趣的互动
体验，论证书本中的理论、强化课堂上的知识，教育学生深入了
解改革开放历史、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国情，激发广大青少年学生
爱国之情、强国之志。

外地游客尤其是父母陪伴的中小学生，把大型展览作为到
北京参观旅游的必选项目，部分外地学校寒假期间也开展研学
旅行活动，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参观“伟大的变革”大型展览接受国情社情民情教育。

随着展览影响持续扩大，许多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和来华访
问的外国政要慕名前来参观展览。1月份以来，先后有来自非
洲 30多个国家和来自亚洲 11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以
及一些国家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代表团参观
展览。

更多机关单位和企业学校通过集体组织浏览网上展馆开展
党日活动、进行团队建设。截至 1月 28日 16时，网上展馆点击
浏览总量超过3.677亿次。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翁铁慧（女）为教育部副部长；任命郑富芝为教育部

副部长、总督学；任命于学军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姜辉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免去朱之文、林蕙青（女）的教育部副部长职务；免去杨宇
栋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国家铁路局局长职务；免去崔丽（女）
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陈立的国家行政学
院院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佳当选山西省政协主席
新华社太原1月29日电 政协山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1月 29日选举李佳为山西省政协主席。

李秀领当选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9日电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月 29日选举李秀领为自治区政
协主席。

针对一些平台推送的广告与
实际不符等问题，福建瀛坤律师事
务所张翼腾律师表示，根据广告法
有关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有义务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
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如
消费者因平台发布内容不实的网
贷广告进而导致自身合法权益受
损的，可要求平台经营者提供广告
主基本身份信息，若无法提供的，
可要求平台先行赔偿。

业内专家认为，一些网络平台
以青少年用户为主，其中包含大量
在校学生。平台应审慎处理网贷
类广告内容，更应避免将网贷广告
推送给在校学生，以免“校园贷”借
其平台卷土重来。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
员傅蔚冈建议，监管部门应履职尽
责，尽快介入对相关平台的推广信
息核查中来，对于存在违规网贷推
广信息要及时停播，对于将违规网

贷广告投放给在校学生或未成年
用户的平台予以必要的行政处罚。

李有星教授认为，网贷作为银
行类金融机构贷款的补充存在其
社会价值，但应该在规范化和制度
化的框架内有序发展。建议有关
部门在加快推进合法合规网贷机
构的备案进程的同时，规范网贷企
业在包括短视频平台在内的新媒
体端的推广行为。

新华社厦门1月29日电

浮夸宣传、违规放贷……

警惕网络借贷
广告背后的“坑”

“3、2、1，20万到账了！”“6万块钱到账了，日息才0.02％！”……时下，网络
借贷广告火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贷广告中所涉及的机构，有的
违规提供高于法定最高利率的贷款，有的提供明令禁止的“砍头贷”、校园贷。

记者点击现金贷广告，发现不
少产品明显违规：

——提供“砍头贷”。根据广
告，记者下载了“去哪借”APP，发
现一款名为“小花旅行”的 3000元
网贷项目。记者拨打了该项目所
属的武汉众祥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的客服电话。对方表示，3000 元
借款中包含 2100元的现金和 900
元“旅游券”，借款 30天内分三期
还清，每期还款1030元。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副 院 长 李 有 星 教 授 分 析 ，贷 款
3000元到手 2100元，明显属于明
令禁止的“砍头贷”。在“砍头贷”
中，借款人实收金额小于本金，但
仍按照本金金额支付利息，损害了

借款人的利益。
——“贷款超市”提供超过法

定最高利率借贷。在一条声称“凭
芝麻信用分600分就能借款20万”
的抖音广告中，记者按引导下载了
一款名为“信用管家”的APP，发现
在“贷款超市”中，一个名为“金橙
子”的网贷项目标注“日息 0.1％”，
年利率合计达 36.5％，高于法定民
间借贷最高年利率36％的标准。

——发放校园贷。一个名为
“小象优品”的抖音广告宣称贷款
日息低至 0.03％。记者在“聚投
诉”搜索发现，“小象优品”不仅屡
遭用户举报存在暴力催收等行为，
还涉嫌发放校园贷。

早在 2017年 5月，原银监会、

教育部、人社部等三部门就下发通
知，明确提出“一律暂停网贷机构
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网贷
机构不得继续将在校学生作为放
贷目标人群。

西南某高校大四学生潘同学
告诉记者，在明知她是在校大学生
的 情 况 下 ，小 象 优 品 向 其 放 贷
4900 元，实际到账 4410 元，并要
求她在六个月内偿还本息合计超
6000 元。潘同学表示，在借款逾
期后，小象优品还多次以骚扰手机
通讯录联系人等方式暴力催债。

记者以借款者身份致电小象
优品官方客服电话，客服表示，只
要年满 18 周岁，无论是否为在校
学生都可申请贷款。

记者查询发现，“小象优品”所
属北京源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
登记信息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技
术开发与服务、软件开发和设计、发
布广告等内容，并未包含小额贷款
等金融类服务。记者从相关监管部
门了解到，该公司不具备放贷资质。

河北陈先生向记者反映，其在
小象优品 APP 借款后，对方并未
出具相应的借款合同。陈先生向
记者提供的 APP 还款信息显示，
其借款金额为 26000 元，被扣除

“押金”等费用后到手22100元，小
象优品需要其在一年内分 12期偿

还本息共计 38362.37 元。按此计
算，陈先生该笔借款的年化利率远
高于法定民间借贷最高年利率
36％的标准。

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
借款过程中，一些机构会索取手机
用户信息。记者发现，用户需要在
抖音等平台的官方推广页面中填
写手机号码，凭借收到的验证码通
过指定链接下载网贷 APP。用户
下载相应 APP后就会面临一系列
索权，包括获取手机通讯录、填写
身份证信息、授权查询征信报告
等。根据 2018 年 5月 1日起实施

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的相关规定，上述信息均属于
个人敏感信息。

有的用户被索取个人信息后
遭遇诈骗。福建厦门的邹女士在
抖音上刷到名为“百度有钱花”的
现金贷推广信息，随即在该广告页
面填写了手机号，之后便有自称是

“百度客服”的人员通过该手机号
添加邹女士微信，并“指导”其办理
借款业务。在随后的“指导”过程
中，邹女士 5万元账户存款被对方
骗取。记者了解到，当地公安机关
已受理此案。

北京全面排查中小学APP
群里不得刷屏点赞发红包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赵琬微）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29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APP、互联网群组、公众账号
管理的通知》提出，不得在互联网群组中批评或表扬学生，不
刷屏问候、点赞，不得发红包。

针对学习类APP监管，《通知》提出凡未通过备案审查的
APP一律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也不得在校外组织或要求、推荐
学生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校宣传、推荐和推销APP。

在微信等互联网群组的管理方面，《通知》规定中小学群
组主要用于教育教学信息交流。群内不得发布学生成绩、排
名，不批评或表扬学生。同时，不得发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广
告、求助、募捐、拼课等信息。要尊重学生隐私，不攀比家庭背
景、不晒娃，不刷屏问候、点赞，不得发红包。

此外，《通知》还提出，要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
面向中小学生的 APP。同时要积极指导家长履行家庭教育
责任，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防止网络沉迷，保护视力
健康，多带孩子走向社会、亲近自然、体验生活，促进孩子身心
健康和全面发展。

吴师孟：

白手起家创办兵工厂
造枪造炮供应前线
据新华社长沙1月29日电（记者 周楠）在抗日战争

时期，为了保证部队枪支弹药的供给，有一位英雄在艰苦
条件下领导建立兵工厂，造枪造炮供应前线，最终积劳成
疾病故。他就是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军工部长吴师孟。

吴师孟，原名吴初生，1899年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
江县龙门乡高连村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吴师孟参加
了由黄九区农会会长、共产党员吴钦民组织的农民自卫
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 1月，新四军军部在
南昌成立，决定把湘鄂赣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吴师孟担任该团
军需主任，奉命举办军需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军需人
才。1939年春，吴师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军需主任。当
时物资、经费异常缺乏，他精打细算，节流开源，保证了部
队物资经费的正常供应。

1941年 1月 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多人行至泾
县时，被国民党军队围困。连日紧张战斗后，部队所带干
粮吃完，战士们两三天粒米未进。吴师孟主动请缨，带了
几名战士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每个人背了一大包牛肉
回来，补充了战士们的体力。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新四军第二师建立军工部，吴
师孟调任军工部部长。9月，吴师孟率军工模范吴运铎
等到达淮南，在高邮县金沟区平安乡（现属江苏省金湖
县）白手起家，筹建兵工厂，由吴运铎任厂长。没有原料，
他们就到乡下收集木炭、废铜烂铁、刮土硝等，没有厂房，
他们就利用老百姓的房子，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 150多
名工人的兵工厂，开始制造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月
产子弹 2500发，手榴弹 600枚，迫击炮弹 66发，保证了
部队枪支弹药的及时补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由于多年辛劳奔波，吴师孟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肺病，
不幸于1942年 8月病故，终年43岁。

今年宇航发射计划公布
“胖五”复飞“嫦五”登月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董瑞丰 胡喆）“胖五”复飞、
“嫦娥五号”登月、“鸿雁”星座加速组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29日对外公布，2019年计划实施30余次宇航发射，预计发射航
天器50余颗。

当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在京发布了《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
皮书（2018）》，盘点 2018年航天活动，并介绍 2019年宇航任务
整体情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杨保华表示，2019年国家重大
专项研制发射任务举世瞩目。其中，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五号乙
运载火箭已经全面进入试样研制，空间站核心舱研制工作按计
划顺利实施，后续将开展发射场合练及首飞任务前的准备工作，
为空间站建造阶段全面展开奠定基础。

此外，被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再度出征，将执行
复飞任务；“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技术难度
大、系统复杂，是探月工程的标志性任务；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将
完成 7箭 10星发射任务，为 2020年全面完成全球组网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将实施高分七号卫星发射
任务，为全面完成高分专项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我国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在 2019年也将加速实
施，各类民用商用项目研制齐头并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
部部长尚志介绍，长征十一号将实施首次海上发射、捷龙一号商
业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次数将突
破 300次，其中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将完成单系列第 100
次发射；全球低轨移动互联网卫星系统——鸿雁星座工程将陆
续开展试验验证。

2018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成功完成突破历史的 37次发
射，累计将 103个航天器送入轨道。我国首次成为世界航天发
射次数年度第一，航天发射能力显著增强。

“砍头贷”、高利贷、校园贷频现网络广告

有的不具备放贷资质 有的过度索取用户信息

加强网贷信息管理 平台经营者应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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