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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公安破获十余起拉车门盗窃案
民警提醒：锁车门后，需再拉下以确认是否锁好
本 报 讯（记者 洪 鹏）拉车门盗窃
本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但在实际生
活中，这类犯罪却能屡屡得手。 记者
从信州公安分局获悉，近日，信州公
安抓获一拉车门盗窃团伙，破获十余
起跨县市系列夜间拉车门盗窃车内
财物案。
5月14日下午2时许，商贸城警务
站接到报案人杨某报警称，当日凌晨
1时许， 其停放于某小区的轿车车门
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财产损失2
万余元。 民警接警后迅速赶至现场，
经现场走访及调取小区附近监控，迅

速锁定两名嫌疑人徐某、 李某。
经多日线索摸排，5月17日晚10时许，
民警在经开区某网咖将其中一名嫌
疑人徐某抓获并将其移交至刑侦大
队进行突击审讯。 到案后，徐某交代
了其协同犯罪嫌疑人李某盗窃车内
财物的犯罪事实。 据徐某交代，其与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李某系网友，5月
14日凌晨，徐某协同李某通过挨个试
拉车门把手的方法，找到车门未上锁
的车辆并盗窃车内财物。 按图索骥，5
月18日下午4时许， 刑侦大队在商贸
城警务站的全力配合下，根据前期摸
排的线索，在上饶县某网咖将另一名
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归案。
经继续深挖，办案民警串并出前
期系列拉汽车门把手盗窃车内财物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共建共享平安家庭

假冒绿通免费车蒙混过关

车主被处5倍罚款

案件均系二人所为，一举破获前期跨
信州区、上饶县、经开区三地系列盗
窃车内财物案件十余起。 目前，犯罪
嫌疑人李某、 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5起“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被曝光
本报 讯 （记者 夏 濛）5月22日，记
者从市城管局获悉，为鼓励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城市管理， 倡导爱环境、讲
文明的社会风尚， 逐步杜绝车窗抛
物、 乱扔乱倒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该
局将市民近期举报的15起“车窗抛
物”不文明行为予以曝光。

据了解，此次曝光的车辆分别为
赣E88M91、赣E3X982、赣E668G1、浙
K13S66、 赣E5867学、 赣EA3801、赣
ER0952、 赣B2561A、 赣E5D467、浙
CH58F5、 赣 E80B23、 赣 E60T02、 赣
E095P5、赣EG7237、赣ER6350。

系列计量服务进社区

上饶优质旅游推广月第三站走进武汉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 [2018]EA110 号）
经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批准，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
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指定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DEA2018118号地块： 2018年06月11日 09时00分至2018年06月
25日 15时00分。
挂牌网址： 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jxgtzyjy.gov.cn）。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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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 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8年05月21日至2018年06月23日 登录江西
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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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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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港币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 应分别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
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账号， 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
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
金专用账户（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
式存入。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
出让文件。 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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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报价截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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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器请使用IE8.0、IE9.0、
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
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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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3-8462502 联系人：周悌剑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
2018年05月21日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序号 地块编号

1

DEA
2018118

地块名称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路以东、规划用地
以南地块

地块面积

29563.1
平方米

本 报 武 汉 讯 （记者 王 涛 摄影报
道）5月21日，“高铁枢纽·大美上饶”上
饶优质旅游推广月第三站走进武汉。
本次推介会的主题是“优质旅游新时代
全域旅游新机遇”，旨在加强武汉、上饶
两地区域协作，通过旅游推介、资源展
示、政策互惠等形式，全面推介上饶旅
游资源，进一步提升上饶旅游知名度和
美誉度。
推介会发布了面向武汉市民旅游
优惠政策，5月22日至6月30日期间，婺
源股份公司面向武汉市民推出通票 8
折门票优惠；篁岭景区将面向武汉市民
推出买索道票 120 元则免门票的优
惠；鸳鸯湖景区将面向武汉市市民推出
买门票 60 元则送船票的优惠； 婺源·
梦里老家景区将面向武汉市民实行大
型山水实景演出门票优惠，实行看实景
演出送演艺小镇门票的优惠。
通过此次的业界洽谈交流以及旅
游资源推介，增进彼此友谊、深化两地
旅游合作，促进旅游资源互通、线路互
联、产品互补、客源护送、效益互享，共
同推动两地旅游产业繁荣发展。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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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应责任。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

FAR≤1.5

D≤50%

GAR≥20%

50 年

有无
起始价
底价
无

284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284

本报讯（郑洪非 记者 王调翁）
5月21日，上饶高速路政支队梨园
治超站接赣浙收费所报警， 一辆
自南昌驶来的车牌号为皖
SZ850L假冒绿通免费车辆，试图
经绿色通道蒙混过关将货物运往
义乌。
接到报警后， 该站当班领导
立即带队前往将该车拦截。 经现
场勘验确认该车系混装， 不属于
绿通鲜活产品达到50%， 属于偷
逃通行费违法行为。经宣传教育，
当事司机赵某承认自己的逃费行
为，并补交了通行费。 随后，执法
人员将当事人带至站内接受通行
费5倍的罚款。

为保证天佑大道上跨紫阳大道
立交桥工程的安全、顺利施工，在紫
阳大道 （建亨上东城往北约 200 米）
处搭设钢棚支架，期间实施交通管制
（占道和借道），通知如下：
一、 道路管制时间：

2018 年 5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
为期 42 天。
二、 管制方式：

本次棚架搭设实行占道及借道、
绕道相结合的方式施工；
三、 在棚架施工期间，需 在 上 饶

本 报 讯 5月20日上午，在第
19个世界计量日到来之际， 信州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人
员与市市管局、市计量所、市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在绿景小区开
展“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今年世界计量
日主题“国际单位制(SI)量子化演
进”， 通过设立宣传咨询服务台、
悬挂宣传横幅、粘贴宣传画报、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现场向群众
宣传计量与国际单位制(SI)的常
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针对民
众关注的水表、电表、燃气表、电
子秤等日常计量器具的相关知识
进行现场解答， 为提高市民维权
意识。 活动现场共发放各类计量
宣传资料4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60余人次， 现场为群众提供电能
表、血压计、体重秤等日常计量产
品的免费检测。 （邱晨 李晓光）

本报发行支持单位

上饶国际家居城
喜福宝床垫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告
东高速出口上下沪昆高速的机动车
辆可以在上饶西高速出口进行下上
沪昆高速；
四、 届时途经该处的车辆请按
现场交通标志标牌指 示 行 驶 , 服 从 现
场交警、 交通疏导管 理 人 员 的 指 挥 ,
确保行车安全。 由此带来的交通不
便 , 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