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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年）
土地估价备案号

竞买保证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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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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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KG-DZ02
-01-04-01
XXKG-DZ02
-01-04-02
XXKG-DZ06
-02-10-03

XXQH-WB03
-06-02

XXQH-WB03
-06-04

XXQH-YB03
-01-03

慈恩大街以南、永和路以西

净业大街以北

崇仁路以东、崇文路以西

兰启路以南、兰池二路以北、
秦宫三路以东、秦宫四路以西

兰池二路以南、兰池大道以北、
秦宫三路以东、秦宫四路以西

孙家村以北、徐家堡以东、
秦汉新城与泾河新城边界以西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商住用地

工业用地

13052.99

994.48

5501.14

97277.87

88713.6

133108.54

1.2≤FAR≤1.7

1.2≤FAR≤1.7

2.0≤FAR≤2.5

1.5≤FAR≤2.0

住宅：1.5≤
FAR≤2.0；商业：
4.0≤FAR≤4.5

0.8≤FAR≤1.2

≤25%

≤25%

≤50%

≤25%

住宅：≤25%
商业：≤45%

≥40%

≥35%

≥35%

≥25%

≥35%

住宅：≥35%
商业：≥25%

≤15%

70

70

40

70

70;40

50

6102618BA0187

6102618BA0209

6102618BA0289

6102618BA0356

6102818BC0357

6102618BA0315

3916

298

1651

56910

43710

4992

经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批准，现决定 2018 年 10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月 31 日对下列六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企业均可参加
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
联网上交易，即通过西咸新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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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
人；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

四、挂牌出让时间
挂牌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 9 时

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6 时整，申请人应
当在挂牌出让结束前登录西咸新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并在
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
金。网上挂牌竞买保证金支付截至时
间为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整。网上

挂牌报价截至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6 时整。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
买者可登录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网 址:http：//
111.20.241.188）查询并下载本次挂牌
出让文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
参加竞买。

六、如遇到疑难问题请拨打以下
电话：

西咸新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
029-33585028；数字证书咨询电话及
办理地址：029-68214920，西安市高新
区高新三路九号信息港大厦一层陕西
省数字认证中心。

西咸土出告字〔2018〕019号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西咸新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接到“信贷员”电话 小伙落骗局

小张平日在西安打工。落入骗局是在10
月9日下午2点多。

“当时我突然接到一个131开头的电话，电
话里的人自称是蚂蚁借呗的信贷员，说可以免
费帮我开通借呗，我就加了他的支付宝好友。”

根据小张给记者提供的聊天记录，这位
“信贷员”确认过该支付宝账户是小张本人在使
用之后，就提出让小张进行一个扫码操作，“我
马上给您推送支付宝借呗服务二维码，请使用
装有支付宝客户端的设备登录本人支付宝账
户扫码验证，时效一分钟。”

小张下意识便按对方所说进行了扫码操
作，可就在他美滋滋地等待额度开通的时候，接
连几条扣款信息让他有些蒙。

“我2点08分加的他，09分扫码完成，2点
10分就收到了第一条扣款信息，信息提醒我，
我支付宝绑定的信用卡刚刚在苹果商店进行
了一笔198元的交易。”小张说，收到这条信息
后，自己连忙问那位信贷员怎么回事，对方称

“这是虚拟流水做账，等会就退回去了”。而就
在说话间，他的账户又完成了好几笔190元左
右的交易，自己意识到情况不对，连忙将支付
宝上绑定的信用卡解绑，才避免了更大的损
失。而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自己的卡上已经
完成了 9笔交易，被刷走了 1609元。小张这
时再向对方追讨，对方已经把他拉黑，电话也
打不通了。

支付宝提醒：“专员”来电是骗局

小张事后分析，骗子应该是通过扫描二维
码的方式让自己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然后才
轻而易举地盗刷了他信用卡内的钱。

“之前我没有开通过免密支付，按理说完
成付款都需要密码的，骗子能在没有密码的情
况下完成这么多次交易，应该是先骗我开了小
额免密支付，然后再开始刷钱。”小张称，小额免
密支付默认的免密范围在200元以内，所以骗
子完成的8笔交易扣款都在190元左右，只有
最后一笔刷了50元。他表示，因为自己的支付
宝账户有安全险，他目前已在账户页面上申请
了报案理赔，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不在理赔范
围。同时，小张也希望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涉及
资金账户的事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加辨别，不能
随便扫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昨天下午，针对小张的遭遇，三秦都市报
记者拨打支付宝官方服务热线进行了咨询。
对于“蚂蚁借呗”的开通及提额，客服人员提醒，
如果有所谓“客服专员”联系你称可人工进行这
方面的操作，一定是骗局，市民千万不要相信。

“借呗的开通及提额都是系统根据用户的消费、
还款、征信等各方面综合评价之后完成的，绝对
不会由私人联系去操作。”

至于小张关心的有账户安全险能不能理
赔的问题，客服称，“被盗属于理赔范围内，但被
骗不属于。被骗上当的，无法理赔。”

本报记者张晴悦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以找人为借
口，多次找未成年学生下手“借”手机，
然后通过语言威胁将人支走把手机拿
走变卖。近日，男子张某被西安市雁
塔区检察院以抢劫罪提起公诉。

据侦查机关审查认定，2017年11
月1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张某在西
安市雁塔区明德门北区内假称有人欠
其钱，让受害人吴某（发案时16岁）帮
忙寻找。在此过程中，张某使用各种
言语，使受害人心理产生恐惧并相信
不听其命令自己会受到伤害。随后张
某借用受害人手机使用，在受害人寻
求路人帮助时，携带该手机逃离。

此后一直到2018年3月22日间，
张某又用类似手段先后劫取了5名未成
年人的手机。其中4起案件都发生在雁
塔区，一起案件发生在碑林区西工大西
门外。受害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

张某供述称，自己将劫取的手机全
部进行了变卖，然后将变卖所得的钱财
用于日常花销。自己之所以要骗这些学
生的手机，是因为缺钱。选定的对象都
是未成年学生，则是因为这个群体“年龄
小”“比较好骗”。而至于他让“帮忙找的
人”，全都是编出来的借口。“我每次拦住
这些学生后，需要将他们骗至一个比较
合适的地点，让这些学生愿意跟我离开，
所以就会以找人为借口骗他们跟我走。”

雁塔区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
疑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劫
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
规定，构成抢劫罪，遂于近日对其提起
公诉。而据记者了解，今年27岁的张
某早在 2008年就因犯抢劫罪被西安
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
又6个月。

本报讯（记者葛兰）因为父母将自
己手中正在玩游戏的手机“没收”，初
二女孩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由于出
走时间为10月2日假期内，家人报警
后一直期待孩子能在假期结束后返
校，没想到如今孩子离家已近10天，还
没有回来。

昨天，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发布
紧急寻人信息称，今年13岁的洋洋（化
名），身高160厘米，短发、较瘦，家住鄠
邑区甘亭，在鄠邑区一中学上初中二年
级。2018年10月2日下午，洋洋因琐事
与家人发生纠纷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娃处于叛逆期，性格比较倔强，
以前也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但很快
就回家了。”洋洋父母告诉民警，孩子

出走的原因就是被没收了她正在玩的
手机，当时他们和孩子吵了几句。起
初，孩子外出家人也没太在意，可至今
已近10天未归，他们特别着急。

孩子父母与她的所有同学、老师
都联系了，有知情的同学说，前天还在
网上看到过她，并与她进行了QQ视频
聊天，但洋洋对自己的去向及所处环
境等却只字不提。“你到底在哪儿？”当
同学问其什么时候回家时，她更是有
些抵触。

目前，辖区派出所民警已经搜集
了大量信息。同时，希望广大市民如
掌握有关线索，请及时与公安鄠邑分
局 渼 陂 路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
029-84830110。

以为可免费开通“蚂蚁借呗”

小伙被盗刷千余元
专找未成年人“借”手机 男子被起诉

玩手机被父母批评 13岁女孩离家出走

“支付宝客服”打来电话，称可以免费帮忙开通“蚂蚁借呗”（“借呗”是支付宝推出
的一款贷款服务）或给“借呗”提升额度，今年25岁的宝鸡小伙小张一下就动了心。没
想到最后“借呗”没开通，自己支付宝上的钱还被刷走了1609元。他这才意识到，自己
遇到了一种新型骗局。

责编：周梦 组版：王力 校检：席波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社会新闻Ａ7
www.sanqin.com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年）
土地估价备案号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

2

3

4

5

6

XXKG-DZ02
-01-04-01
XXKG-DZ02
-01-04-02
XXKG-DZ06
-02-10-03

XXQH-WB03
-06-02

XXQH-WB03
-06-04

XXQH-YB03
-01-03

慈恩大街以南、永和路以西

净业大街以北

崇仁路以东、崇文路以西

兰启路以南、兰池二路以北、
秦宫三路以东、秦宫四路以西

兰池二路以南、兰池大道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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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批准，现决定 2018 年 10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月 31 日对下列六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企业均可参加
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
联网上交易，即通过西咸新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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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
人；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

四、挂牌出让时间
挂牌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 9 时

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6 时整，申请人应
当在挂牌出让结束前登录西咸新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并在
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
金。网上挂牌竞买保证金支付截至时
间为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整。网上

挂牌报价截至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6 时整。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
买者可登录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网 址:http：//
111.20.241.188）查询并下载本次挂牌
出让文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
参加竞买。

六、如遇到疑难问题请拨打以下
电话：

西咸新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
029-33585028；数字证书咨询电话及
办理地址：029-68214920，西安市高新
区高新三路九号信息港大厦一层陕西
省数字认证中心。

西咸土出告字〔2018〕019号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西咸新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接到“信贷员”电话 小伙落骗局

小张平日在西安打工。落入骗局是在10
月9日下午2点多。

“当时我突然接到一个131开头的电话，电
话里的人自称是蚂蚁借呗的信贷员，说可以免
费帮我开通借呗，我就加了他的支付宝好友。”

根据小张给记者提供的聊天记录，这位
“信贷员”确认过该支付宝账户是小张本人在使
用之后，就提出让小张进行一个扫码操作，“我
马上给您推送支付宝借呗服务二维码，请使用
装有支付宝客户端的设备登录本人支付宝账
户扫码验证，时效一分钟。”

小张下意识便按对方所说进行了扫码操
作，可就在他美滋滋地等待额度开通的时候，接
连几条扣款信息让他有些蒙。

“我2点08分加的他，09分扫码完成，2点
10分就收到了第一条扣款信息，信息提醒我，
我支付宝绑定的信用卡刚刚在苹果商店进行
了一笔198元的交易。”小张说，收到这条信息
后，自己连忙问那位信贷员怎么回事，对方称

“这是虚拟流水做账，等会就退回去了”。而就
在说话间，他的账户又完成了好几笔190元左
右的交易，自己意识到情况不对，连忙将支付
宝上绑定的信用卡解绑，才避免了更大的损
失。而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自己的卡上已经
完成了 9笔交易，被刷走了 1609元。小张这
时再向对方追讨，对方已经把他拉黑，电话也
打不通了。

支付宝提醒：“专员”来电是骗局

小张事后分析，骗子应该是通过扫描二维
码的方式让自己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然后才
轻而易举地盗刷了他信用卡内的钱。

“之前我没有开通过免密支付，按理说完
成付款都需要密码的，骗子能在没有密码的情
况下完成这么多次交易，应该是先骗我开了小
额免密支付，然后再开始刷钱。”小张称，小额免
密支付默认的免密范围在200元以内，所以骗
子完成的8笔交易扣款都在190元左右，只有
最后一笔刷了50元。他表示，因为自己的支付
宝账户有安全险，他目前已在账户页面上申请
了报案理赔，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不在理赔范
围。同时，小张也希望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涉及
资金账户的事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加辨别，不能
随便扫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昨天下午，针对小张的遭遇，三秦都市报
记者拨打支付宝官方服务热线进行了咨询。
对于“蚂蚁借呗”的开通及提额，客服人员提醒，
如果有所谓“客服专员”联系你称可人工进行这
方面的操作，一定是骗局，市民千万不要相信。

“借呗的开通及提额都是系统根据用户的消费、
还款、征信等各方面综合评价之后完成的，绝对
不会由私人联系去操作。”

至于小张关心的有账户安全险能不能理
赔的问题，客服称，“被盗属于理赔范围内，但被
骗不属于。被骗上当的，无法理赔。”

本报记者张晴悦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以找人为借
口，多次找未成年学生下手“借”手机，
然后通过语言威胁将人支走把手机拿
走变卖。近日，男子张某被西安市雁
塔区检察院以抢劫罪提起公诉。

据侦查机关审查认定，2017年11
月1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张某在西
安市雁塔区明德门北区内假称有人欠
其钱，让受害人吴某（发案时16岁）帮
忙寻找。在此过程中，张某使用各种
言语，使受害人心理产生恐惧并相信
不听其命令自己会受到伤害。随后张
某借用受害人手机使用，在受害人寻
求路人帮助时，携带该手机逃离。

此后一直到2018年3月22日间，
张某又用类似手段先后劫取了5名未成
年人的手机。其中4起案件都发生在雁
塔区，一起案件发生在碑林区西工大西
门外。受害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

张某供述称，自己将劫取的手机全
部进行了变卖，然后将变卖所得的钱财
用于日常花销。自己之所以要骗这些学
生的手机，是因为缺钱。选定的对象都
是未成年学生，则是因为这个群体“年龄
小”“比较好骗”。而至于他让“帮忙找的
人”，全都是编出来的借口。“我每次拦住
这些学生后，需要将他们骗至一个比较
合适的地点，让这些学生愿意跟我离开，
所以就会以找人为借口骗他们跟我走。”

雁塔区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
疑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劫
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
规定，构成抢劫罪，遂于近日对其提起
公诉。而据记者了解，今年27岁的张
某早在 2008年就因犯抢劫罪被西安
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
又6个月。

本报讯（记者葛兰）因为父母将自
己手中正在玩游戏的手机“没收”，初
二女孩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由于出
走时间为10月2日假期内，家人报警
后一直期待孩子能在假期结束后返
校，没想到如今孩子离家已近10天，还
没有回来。

昨天，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发布
紧急寻人信息称，今年13岁的洋洋（化
名），身高160厘米，短发、较瘦，家住鄠
邑区甘亭，在鄠邑区一中学上初中二年
级。2018年10月2日下午，洋洋因琐事
与家人发生纠纷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娃处于叛逆期，性格比较倔强，
以前也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但很快
就回家了。”洋洋父母告诉民警，孩子

出走的原因就是被没收了她正在玩的
手机，当时他们和孩子吵了几句。起
初，孩子外出家人也没太在意，可至今
已近10天未归，他们特别着急。

孩子父母与她的所有同学、老师
都联系了，有知情的同学说，前天还在
网上看到过她，并与她进行了QQ视频
聊天，但洋洋对自己的去向及所处环
境等却只字不提。“你到底在哪儿？”当
同学问其什么时候回家时，她更是有
些抵触。

目前，辖区派出所民警已经搜集
了大量信息。同时，希望广大市民如
掌握有关线索，请及时与公安鄠邑分
局 渼 陂 路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
029-84830110。

以为可免费开通“蚂蚁借呗”

小伙被盗刷千余元
专找未成年人“借”手机 男子被起诉

玩手机被父母批评 13岁女孩离家出走

“支付宝客服”打来电话，称可以免费帮忙开通“蚂蚁借呗”（“借呗”是支付宝推出
的一款贷款服务）或给“借呗”提升额度，今年25岁的宝鸡小伙小张一下就动了心。没
想到最后“借呗”没开通，自己支付宝上的钱还被刷走了1609元。他这才意识到，自己
遇到了一种新型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