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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25日电（记者侯鸿博 吴光于）近日，在
公安部统一部署和四川省公安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联合组织指挥下，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与广西、广东等地公
安机关联合行动，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民族资产解冻”
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4名，收缴、冻结涉案资金823万
元。

2017年12月，四川、新疆、浙江等地公安机关陆续在工
作中发现一个名为“民族资产扶贫管理委员会”的非法组
织，通过微信群发展会员，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虚构扶
贫、医疗、救济等项目实施诈骗。公安部将此案列为2018年
1号挂牌督办案件，指定四川省公安厅管辖，由广元市公安
局昭化区分局负责案件侦办工作。

侦查发现，2017年8月，以冯某、李某为首的诈骗团伙
打着“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社会责任，参加民族资产解冻用
于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幌子，伪造国家部委公文，冒充国
家工作人员，对王某华进行“洗脑”，并成立“民族资产扶贫
管理委员会”。王某华任会长，下设分会、人事部、宣传部、
督察部等，还建立了30个省级分会、293个市州级办事处和
2286个县区级工作组。

犯罪嫌疑人以“民族资产解冻”后的“巨额收入”利诱受
害人入会，会员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缴纳入会费、办证费
等。资金由组长、处长、分会长逐级上交汇总，最终由王某
华向诈骗团伙转账。仅2017年9月至11月，王某华就转出
784万元。

经过2个月的分析研判和缜密侦查，专案组锁定了两个
洗钱套现团伙，确定该案是涉借助互联网运作，集返利、传
销、诈骗为一体的新型、混合型犯罪。

今年2月和4月，警方先后两次在广西、广东、河南、北
京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实现了对幕后策划、发展会员、
取款套现、伪造文件等环节的全链条打击。

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初步估算涉案
金额达1亿元。

警方表示，“民族资产解冻”是一个老套的诈骗手法，但仍
有一些防范意识较差的群众上当受骗，其中不乏大学教授等有
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不要相信所谓

“寻宝解冻”，对承诺巨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保持高度警惕。

编号

2018NC-5

2018NC-6

2018NC-7

2018NC-8

土地位置

南川西路与郁金
香大街交叉口东
南角

春晖路与安宁路
交叉口西南角

安宁路与春晖路
交叉口东南角

南京路与明昊路
交叉口东南角

土地面积
（m2）

70666.52

37139.57

164607.65

19123.83

土地用途

商服住宅

商服住宅

商服住宅

商服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R
≤2.5

1.0≤R
≤2.5

商服1.0≤
R≤4.0

住宅1.0≤
R≤2.5

1.0≤R
≤3.0

建筑密度

≤30%

≤30%

商服：
≤45%
住宅：
≤30%

≤35%

绿地率

≥35%

≥35%

≥35%

≥35%

建筑高度

H≤100m

H≤100m

H≤100m

H≤100m

出让年限
（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9150

15321

40741

3099

挂牌起
始价楼
面地价
（元/㎡）
3300

3300

3047

1800

竞价增加
幅度楼面
地价

（元/㎡）
20

20

16

20

备注

挂牌起始价
58300
万元

挂牌起始价
30641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5801万元

挂牌起始价
10328.4万元

经西宁市人民政府批准，西宁市国土资
源局、西宁市南川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委员会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肆幅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
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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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挂牌申请人可于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 15 时，到西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18
年7月23日15时，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提出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8年7月23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
具备申请条件的，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
在2018年7月23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的地点为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西宁市
海西西路25号海湖桥西侧金座威尼谷四楼），
挂牌时间为 2018年7月16日 9时至2018年7
月25日16 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申请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到青海省

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西宁市
城西区西川南路53号424室）办理CA数字证
书，办理流程详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青
海 省）网 站（http://qhzbtb.qhwszwdt.gov.cn/
qhweb/）办事指南《CA锁办理须知及部分材
料》，并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技术
部激活CA数字证书。

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3、出让宗地面积以政府最终颁发的《不动
产权证》为准，出让金根据实际面积进行调整。

4、本次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竞买
申请。

5、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
//www.Landchina.com）、西宁市国土资源局
网（http://qhxns.qhlr.gov.cn）和西宁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www.xnggzy.gov.cn/
xnweb/）进行查阅。

6、其他有关事宜详见挂牌须知。
八、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西路支行
账 号：系统生成的随机账号
九、联系方式：

名称：西宁市南川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委
员会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166号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张海峰
0971-6512537
名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西宁市海西西路25号海湖桥西侧

金座威尼谷四楼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电 话 ：王 志 超 王 国 杰

0971-7661368 7661380
名称：青海省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53号424室
联系电话：0971-6151650

西宁市国土资源局
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西宁市南川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委员会
2018年6月25日

西宁市国土资源局西宁市南川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委员会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8挂牌公告第[7]号

诈骗团伙假借扶贫设骗局
涉案金额1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安
蓓）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再次迎来下
调。国家发展改革委25 日宣布，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8年6
月25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
吨均降低55元。

此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
升下调4分左右。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

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
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
政策。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
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
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
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
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

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
研究完善。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
短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将在当前水平
维持波动，后续需重点关注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原油供应、美国页岩
油增产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给国际油
价带来的影响。

汽油柴油价格再次迎来下调

新华社深圳6月23日电（记者孙
飞 陈宇轩 王晓丹）“无人机正呈现日
渐广泛的应用形态”“新产业将为新
经济‘插上翅膀’”“‘无人机＋’
将使生活更加高效便捷”——近期举
行的第三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上，有专家做出以上判断。随着“无
人机＋”走近，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发
生怎样的变化？

一架翼展达 18 米，
最大载荷重量 345 公斤，
最大续航时间 30 小时的

“重量级”无人机，吸引
了 人 们 的 目 光 ， 这 个

“大家伙”可在森林防火中发挥作用。
另一款消防无人机则由广东容祺

智能科技公司研发，可抗 6 级风力，
具有巡检、应急、救援、火点检测等
功能，续航时间超过60分钟……

近期举行的第三届深圳国际无人
机展览会上，500 多架各式各样的无
人机令人眼花缭乱，创新应用层出不
穷。从传统的航拍到巡逻救援，再到
农业植保、物流运输……无人机与生
活结合日渐紧密，在一些行业已起到
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来自创
新。

无人机企业一电航空业务经理白
建山说，经过不断研发，一电航空

2018年的新款倾转旋翼无人机，既具
有普通直升机垂直起降和空中悬停能
力，又具有高速巡航飞行能力，续航
时间比传统多旋翼无人机大为提升，
能达到1.5小时，控制半径为50公里，
可用于救援、巡航、测绘等。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7年深圳无人机行业产值

达 300 亿元。目前深圳全市无人机行
业企业达2000余家，其中涉足无人机
制造的有600多家。

“中国的消费级无人机产业发展
十分迅速，国内一些无人机企业已成
为业界的风向标。”深圳市无人机协
会会长杨金才说，无人机与传统产业
融合不断加深，将迸发强劲经济潜
能、蕴含着巨大市场空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杰表示，民
用无人机未来应用潜力巨大，“无人
机＋”的产业链即将形成。多位业内
专家告诉记者，无人机有望成为未来
的一种基础设施，与各行各业以及人
们的衣食住行深度结合，让未来生活

更加高效、便捷。
物流行业实现无人机配送值得期

待。2018年3月，中国民用航空华东
地区管理局向顺丰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颁发了“无人机航空运营 （试点） 许
可证”。这意味着，顺丰可以在试点
区域内使用无人机开展物流配送。京
东公司日前也发布消息称，最新研发

的 JDY-800 物流无人机
将于 2020 年开始投入运
营。

事实上，越来越多
的“痛点”在无人机的
助力下将迎来新的解决

方案。“未来，无人机将不再仅仅是
一种拍摄工具，产品形态正在朝着更
加多元、更加细分的领域发展。”深
圳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罗建生说。

未来，新技术的应用也将让无人
机更加安全。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经理柴传贤告诉记者，降落
时地面不平，无人机容易侧翻损坏，
也容易伤人。目前，极飞科技正在将
一种新的定位测量技术嵌入农用无人
机的操作系统。依靠这种技术，农用
无人机可以实现厘米级别的定位，降
落时能够成功避开野外地面常见的小
石子等障碍。

“无人机＋”来了

你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