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焦作市金德

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9日、8月10日刊

登的关于金德利公馆在建抵押的通告中7号楼1单元102

号应该为7号楼1单元101号.

特此声明

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1日

更正声明
焦作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德利公

馆1号楼1单元3101、3102、3002、2902、2802、2701、2602、
2507、2402、302、3103、3003、2903，2号楼1单元1801、701、
1802、1803、1003、1804、604、404、1805、605，3 号楼 1 单元
1801、1802，3 号楼 2 单元 1802，6 号楼 1 单元 3001、2901、
2701、1101、101、3002、2902、2802、2702、2602、2502、2402、
2302、2102、2002、1802、1602、1502、1402、1302、402、302、
3003、2803、2703、2603、2503、2403、2303、2203、2103、
2003、1903、1803、1603、1503、1403、1303、1203、1003、903、
803、403、303、202、102，7 号楼 1 单元 3001、2901、2801、
2701、2601、2501、2401、1401、1101、501、401、301、3002、
2902、2802、2702、2602、3003、2903、2803、2703、2403、101，
7号楼2单元3001、2901、2801、2401、501、101、3002、2902、
2702、2602、2502、2402、2302、2102、2002、1802、1402、402、

3003、2903、102，7号楼3单元3001、2901、2401、201、101、
3002、2902、2802、2702、2602、2502、2402、2202、2102、
2002、1402、502、3003、2903、2703、2603、2503、2403、2303、
1403、403、503，住宅共计143套，面积16924.41平方米以
及金德利公馆1号楼、2号楼、3号楼整体商铺，共计36套，
面积6225.06平方米，抵押给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现相关抵押手续正在办理中，凡对该抵押房产
产权有异议的，自通告之日起7日内立即通知我方。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乔经理 （0391）3927006 18503906600

毛经理 13639620368
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8月9日

通

告

焦作市“一赛一节”道路维修工程果园路
（烈士街－建设路）封闭施工公告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计划8月12日至8月26

日对果园路 （烈士街－建设路） 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

及广大市民绕行民主路、普济路，请谅解。

焦作市公安交警支队

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8月1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9月10日10时至9月11日10时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淘
宝网）上（法院主页网址：sf.taobao.com/0391/13）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拍品名称：
1.雷克萨斯牌越野车豫HSE570，起拍价55万元，保证金5万元，加价幅度

2000元；
2.奥迪牌轿车豫HR8558，起拍价17万元，保证金2万元，加价幅度1000元；
3.焦作市人民路1159号太极中央瀚邸7号楼18层69号住宅用房，
起拍价80万元，保证金5万元，加价幅度2000元。
自2017年8月9日至9月9日（工作日）之前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联系，或登录淘宝网查询。
咨询电话：（0391）3386079 联系人：孙法官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新增道路命名和个别道路更名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
为加强地名管理，根据国家和我省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焦作实际，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南水北调干渠两侧
道路命名、更名方案和太极路更名方案，现面向广大市民
公开征集意见与建议。

（一）南水北调干渠两侧道路更名、命名（2条）
提出如下两套方案：方案一：南水北调干渠北侧的道

路拟更名为渠北路，南侧的道路拟命名为渠南路。方案
二：南水北调干渠北侧的道路拟更名为云水路，南侧的道
路拟命名为清河路。

（二）道路更名（1条）
原道路名称：太极路，位于示范区韩愈路南侧，世纪

路北侧，支路，1460米长，25米宽，拟更名为文坛路。

以上3条道路命名、更名的详细内容发布在焦作市民
政局网站、焦作地名网，请广大市民登录网站查询，对上
述方案发表意见和建议。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将充分吸纳
大家的意见与建议，并予以落实。公告时间自2017年8月
11日起至8月26日止。

焦作市民政局网站http://www.jzmzj.gov.cn/
焦作地名网http://www.jzqhdmw.com/
电话（传真）：（0391）3569513
邮箱：qhdm@163.com 邮编：454000
联系人：严露峰

焦作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11日

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焦国土网挂【2017】3号

经焦作市人民政府批准，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六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按照《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焦政
【2016】 11 号） 规定，JGT2016- 7 号、JGT2017- 5 号、JGT2017- 11、
JGT2017-13号宗地不再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JGT2017-5号宗地竞得人在开发建设该项目时，详细设计必须符合南李
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整体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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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但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囤地炒地以
及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存在土地其他违法违规现象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在检察机关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不得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焦作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仅限于网上竞价，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为无底价挂牌。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焦作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系统（http://gtjy.jzgtzy.gov.cn）查询。凡
是办理数字证书的申请人可于2017年9月7日17时前，在网上浏览或下载出
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申购时间为2017年8月31日8
时至2017年9月7日17时，报价时间：

JGT2017-8号：2017年8月31日8时起至9月9日9时止；
JGT2016-7号：2017年8月31日8时起至9月9日10时止；
JGT2017-12号：2017年8月31日8时起至9月9日11时止；
JGT2017-13号：2017年8月31日8时起至9月9日15时止；
JGT2017-5号：2017年8月31日8时起至9月9日16时止；
JGT2017-11号：2017年8月31日8时起至9月9日17时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挂牌报名截止前登录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

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系统，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17年9月7日17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
得人。

七、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
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391）3568876 岳先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391）8786256 方先生（国土局信息中心）

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89号阳光大厦B座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391）8786299
联系人：徐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地址：焦作市焦东南路3188号焦作市国土资源局A402室
八、本公告同时在其他网上发布，查询网址：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焦作市国土资源局网（www.jzgtzy.gov.cn）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jzggzy.cn）
九、本次挂牌出让情况如有变动，以中国土地市场网、焦作市国土资源局

网站、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焦作日报》上发布的变更公告为准。
焦作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11日

宗地

编号

JGT2016-7

号

JGT2017-5

号

JGT2017-8

号

JGT2017-

11号

JGT2017-
12号

JGT2017-

13号

备注

土地坐落

解放区新华街西

侧、北环路北侧

示范区世纪路

南、迎宾路西

示范区神州路北
侧、阳明路东侧

山阳区人民路南

侧、文汇路东侧

马村区人民路北
侧、文昌路西侧

示范区韩愈路

南、文汇路东侧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5%。

出让面积

（亩）

16283平方米（合

24.42亩）

123220平方米（合

184.83亩）

66667平方米（合100
亩）

66666.7平方米（合

100亩），其中地块

一：7615.5（合11.42

亩）；地块二：59051.2

（合88.58亩）

48912平方米（合
73.37亩）

107210平方米（合

160.82亩）

土地用

途

住宅

（配建

商业）

住宅

（配建

商业）

工业

地块
一：商

业

地块
二：住
宅（配
建商
业）

商业

住宅

（配建

商业）

使用

年限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50

40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40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容积率

≤2.7

≤2.7

＞1.2

≤2.4

≤2.7

≤3.5

≤1.8

建筑

密度/系数

（%）

≤24

≤23

＞60

≤48

≤20

≤47

≤25

绿地率

（%）

≥28

≥35

≤20

≥35

≥20

≥35

起挂价

（万元）

4451

48537

1965

29171

12600

31231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226

24269

1965

14586

6300

15616

公示内容：
用地单位名称：焦作市南水北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项目名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两岸保护

性绿化带
用地位置：焦作市南水北调总干渠（城区段）两侧宽度各

100米（局部有扩展），西起丰收路，东至中原路以东600米，
总长度约10公里

用地性质：绿地
用地面积：约194公顷

2017年8月10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要求，现
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两岸保护性绿化带项目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予以公示。公示时间截止到8月18日。

公示期内，欢迎社会公众对该项目用地规划情况予以监
督。以单位名义举报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单位公章；个人举

报反映问题的，应署明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我
们对举报或反映情况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保密。

联系单位：焦作市城乡规划管理局
联系地址：焦作市人民路阳光大厦西三楼
邮政编码：454000
咨询电话：（0391）3568462

关于焦作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两岸保护性绿化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公示

12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石 萍│版式：肖 扬│校对：刘 勇 董 蕾│组版：华保红

中国·世界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458元 自办发行 广告发布登记:焦工商广发字〔2017〕003号 上期本报开印：2：40 印完：4：1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

国际时讯

▲

国内时讯

▲

新华社记者 姜 琳 张辛欣

中国已迈入 4G 时代，流量像水和空
气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手机网民超7亿，用户月均移动互联
网接入流量超1.5G。“机”不离手，是刷
机成瘾还是生存需要？“流量一族”的
你，生活到底更美好，还是更焦虑了？

用户月均1.5G，流量去哪儿了？

对于65岁的北京市民王丽霞来说，手
机已经成了老年生活的重要保障和最大乐
趣。

出门前，打开手机约辆车；到饭点，用
软件叫个外卖；临睡时，躺在床上看看电视
剧；闲暇时，通过微信群，帮助小区邻里接
送孩子赚赚“外快”。

短短两年，王丽霞从“网络小白”变身
“流量达人”，家里可以没有油盐酱醋，但不
能没有wifi；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落
下手机。

当今社会，类似王丽霞的情形比比皆
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资费的下降以
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个人流
量的大幅增长和生活的巨变。

据工信部统计，我国个人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连月攀升。今年6月，人均移动互
联网流量达1591M，同比增长了125%。如
果加上wifi，这个数字将再翻几番。

呈指数增长的手机流量，带动车流、快
递物流、钱流和数据流滚滚而来。这不仅
颠覆了传统商业逻辑和盈利模式，对人的
行为方式、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形态也
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联通公布的“7 月份移动应用排
行”显示，微信、QQ、腾讯视频及支付宝稳
居“活跃用户榜”前四位，其中，微信用户数
已达8.6亿；“人均月耗流量榜”头四位为快
手、微信、哔哩哔哩动画和网易云音乐。

人们在消费流量的同时，还在制造流
量、变现流量，从而催生了一大批前所未有
的新职业，带来了更多创业就业机会。

“如果不创业做手机视频，我很可能去
国企或者当公务员，然后按部就班地工作
和生活，但是移动互联网给了我们这代人
偏离传统路径去探险的机会。”短视频制作
推广公司“星站传媒”创始人朱峰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新兴职业有
上千种，2016年仅分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就
多达 6000 万人。按照国家信息中心的预
测，到2020年相关人数有望过亿。

日均刷机三小时，
流量族“迷失”了什么？

流量提供便利、娱乐和收益的同时，也
引发了烦恼和困惑。

杭州一家科技公司的白领程女士，最
近把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关掉了。理由很简
单，“看到那个小圈圈就忍不住点开，刷掉
流量也就算了，关键耽误时间。”

据德国研究公司 Statista 统计，2016 年
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每天玩手机三小时，“沉
迷度”在全球排名第二。而腾讯数据显示，
仅微信一项，就有半数用户每天使用长达
一个半小时。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更是
分分钟离不开手机。

自称“手机依赖症重度患者”的27岁私
教小孔，直言“没有流量不能活”，乘豪华游
轮旅游，公海上没有手机信号，“感觉像被
世界抛弃了”，上了岸也多数时间在玩手

机。
“流量经济争夺的就是人的注意力，产

生的最大问题是迷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说，看起来拿着手机忙
忙碌碌，其实相当一部分事情并非急需；表
面上浏览文章学到了很多，但获取的知识
既不系统，又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腾讯进行的一项“社交斋戒”实验证
明，连续15天将微信的使用时间压缩到每
天半小时之内，被试者的消极情绪明显下
降，工作投入程度大幅上升。

而人和人之间总停留在手机的交流，
特别是长期沉醉于社交网络，对不同群体
的性格和行为塑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

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负责人坦
言：“感觉这几年招的实习生特别是‘90
后’，在情商、情感表达等方面还是有欠缺，
本人和朋友圈里高颜值、高智商的那个

‘他’，差别比较大。”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于佳宁认为，这是由于人的存在方式出现
了分离，人在网上往往会扬长避短，按照期
待的形象去展示自己。单一的交流模式，
又弱化了在现实中深厚感情的建立和共情
能力的培养。

5G社会就在眼前，
面对月均14.9G如何生活？

更大的改变，还在后头。比如，即将
到来的5G。

上半年，中国移动已经在上海、广州都
展开了5G试验网的部署，产生的流量密度
可达10~100Tbps每平方公里。简单地说，
5G可以支持未来千倍以上手机流量增长，
用户下载一部高清电影不到一秒钟。

“5G时代的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发
展，会让那些靠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职业
以及重复简单的脑力劳动消失；未来人类
主要活动就是消费以及做创造性的工
作。”于佳宁表示。

美国思科公司日前的一份报告预测，
到2021年，全球每部智能手机的平均月流
量将增加到14.9G。相伴而来的是，人的
更多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人的定力、执
行力遭遇更大挑战。

“既期待又忐忑。”面对 5G 即将打开
的“新世界”，51岁的湖南长沙市民赵先
生说，现在的很多手机应用都还没弄明
白，未来新模式更多，是不是没有手机真
的难以生存？更年长的老人，会不会面临
被社会淘汰？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人们确实是从可选到没得选，或者说
被裹挟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迎
接它、正视它，还要有反思能力。”金兼
斌认为。

事实上，一些人已经开始选择“放
下”。不管是“地铁藏书”活动的兴起，
还是微信增加微信朋友圈“三日可见”功
能以及腾讯为“王者荣耀”推出健康游戏
防沉迷系统，无疑都是对流量的有意控制
和对手机使用的反思。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器官的延伸，禁
用肯定很痛苦；但再往后，当它成为你思
维方式的一部分，服务你的核心诉求，依
赖度就不会那么高。”朱峰说。

放眼未来，金兼斌表示：“物质文明
越发达，社会运转就会越来越快，这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现在很难说‘流
量一族’幸福指数提升了，但是未来如果
能对人工智能善加利用，我们就能拥有更
多娱乐时间。”（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是“获”还是“惑”？
——7亿“流量一族”生活启示录

新华社郑州8月10日电（记者李丽静）河南省郑州市9
日发放首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首汽约车、神州专
车、呼我出行成为首批获批的企业。

近日，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神州优车
（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和重庆呼我出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先后向行业管理部门递交了经营许可申
请。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暂行）〉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在对申请人提供的线上能力认定结果的
基础上，对网约车经营中有关线下服务能力材料进行了审核，
符合经营许可的条件，决定对首汽约车、神州专车、呼我出行
3家企业发放第一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郑州市交通委还将视其他企业的准备情况，待符合条件后
陆续颁发经营许可证。

目前，郑州市交通委已与郑州市公安部门就网约车车辆性
质变更事宜对接完毕，预计8月中下旬将开始受理网约车车辆
许可业务。

郑州发放
首批网约车企业经营许可证

新华社西安8月10日电（记者李浩、陈晨）“8·8”九寨
沟7.０级地震发生当晚，不少人微信中出现了一条以“中国地
震局四川分局”名义发布的余震谣言信息。经陕西西安警方全
力侦查，编造散布谣言的违法嫌疑人陈某某9日11时被抓获。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陈某某将被依法行政拘留
5日。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
21 时 52 分起，微信中陆续出现一条谣言信息，称“可能在
2017 年 8 月 9 日 3 时左右再次发生余震，届时陕西西安、汉
中、安康，甘肃兰州、张掖，青海西宁等地将会有所波及，请
广大人民群众注意人身安全。”发现这一情况后，西安市公安
局西关派出所民警连夜开展摸排走访，于9日11时，在西安市
莲湖区西稍门附近一公司内，将涉嫌散布谣言的违法嫌疑人陈
某某抓获。

警方介绍，违法嫌疑人陈某某，男，27岁，系西安某文
化传播公司员工。据其交代，地震发生后，出于和同事开玩笑
的目的，他在公司微信群中编发了一条谣言信息。为增强可信
度，他编造了发布单位为“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部分同事
信以为真，在微信朋友圈对该谣言进行传播，后在网络上迅速
扩散。

办案民警金军说，该谣言信息在微信中迅速传播，产生了
恶劣影响。不少西安市民9日3时左右还在楼下不敢回家。依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决
定对陈某某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依法行政拘留。

散布余震谣言引起恐慌
西安一男子被行政拘留5日

新华社平壤8月10日电（记者程大雨）朝鲜
军方10日说，将于8月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
并上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恩，方案内容包括同
时发射4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关岛周边30~40公
里水域。

朝中社援引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将
的话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正慎重考虑通过同
时发射4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
岛进行包围打击的方案，朝鲜发射的导弹将通过日
本岛根县、广岛县和高知县上空，飞行约 3356.7 公
里、1065秒后，落到关岛周围30~40公里的水域。

金洛谦表示，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已通过发言人
声明向美国作出警告，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本没有
把握局势方向，还抛出了“炮火与怒火”言论。

金洛谦说，朝鲜此次准备采取的军事行动将成
为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制止美国行为的有效办
法。

朝鲜称
8月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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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身一变

目前，在很多城市的大型
超市里，除了普通散装蔬菜，
往 往 都 有 品 牌 蔬 菜 的 销 售 专
区。与普通蔬菜大量堆放销售
不同的是，这些蔬菜多以2个洋
葱、3 根黄瓜、4 个辣椒等小包
装为主，且贴有“无公害”“绿
色”“有机”的标签。

贴牌蔬菜的价格比普通蔬
菜价格高数倍，其中有机蔬菜
的价格更高达 10 倍左右。但
是，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些蔬
菜 中 的 “ 贵 族 ” 有 的 名 不 副
实，其实就是普通蔬菜，其中
有机蔬菜的合格率甚至不到一
成。

徐 骏 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