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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自然资告字（2019）10号

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挂牌期限：2019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
挂牌及报价地点：渭南市行政服务中心西配楼公共资源交易大厅
报价时间：每日上午9:00-11：00
挂牌截止日报价时间：2019年12月12日上午：9:00-10：30

二、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规定，按照渭南城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经渭南市
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对渭南城区3宗、高新区5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施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三、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
参加。
四、挂牌出让文件的领取

有意竞买者可自 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9年12月10日（节假日除外）到渭南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领取《挂牌资料》。
五、竞买申请的办理

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12月10日18时
前（节假日除外），按照挂牌文件的要求向渭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办理竞买
手续。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10日18时前。提交材料及具体要求详见
《挂牌资料》。
六、竞买条件

1.1-6-192A和1-6-192B两宗地竞买人
或其集团为世界500强（以《财富》2018年排行
榜为依据），或具有中国房地产企业一级开发资
质。

2.竞买人需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竞买。
3.竞得人在土地成交后6个月内将宗地变

更至该全资子公司名下，不视为转让。
七、挂牌出让人及其地址

出让人：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渭南市行政服务中心西配楼公共资

源交易大厅（一楼开标室3）
电话：0913-2933709、2931663
联系人：魏先生、卢先生

宗地四至
东至杜化路；
西至南北规划路；
南至渭南市商务局；
北至仲宁街；
东至金水西巷；西至杜化路；
南至城投储备地；
北至仲宁街；
东至四方路；
西至渭南金田置业有限公司；
南至人民街；北至百商街；
东至新盛路；南至高新北街
西至白杨街道办桥村一组
北至乐天大街
东至新盛路，南至高新北街
西至高新区储备地
北至新能源公司
东至渭南新宇置业有限公司
南至敬贤街
西至广场东路；北至胜利大街

东至崇业三路 南至敬贤街
西至崇业四路 北至胜利大街

东至西环路
南至高新区储备地
西至高新区储备地
北至敬贤街

土地坐落

渭南城区仲宁街与
杜化路十字西南角

渭南城区杜化路与
仲宁街十字东南角

人民街与四方路十
字西北角

新盛路以西，乐天
大街以南，高新北
街以北
新盛路以西，高新
北街以北，新能源
公司以南
广场东路以东，胜
利大街以南，敬贤
街以北
胜利大街以南，崇
业三路以西，敬贤
街以北

西环路以西，敬贤
街以南

宗地编号

1-6-192A

1-6-192B

4-3-25

WK-（01）-98

WK-（01）-99

WK-（01）-87

WK-（07）-18

WK-（07）-23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

二类居住

商业服务
业设施

商服

商服

商业
居住

工业

工业

容积率

2.7-3.0

2.0-2.4

不大于2.2

≤5.0

≤5.0

商业≤5.0
居住≤2.9

≥1.0

≥1.0

开发程度

现状

现状

现状

现状

现状

现状

现状

现状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30797.85
（折合46.1968亩）

43637.40
（折合65.4561亩）

19970.64
（折合29.9560亩）

46219.44
（折合69.33亩）

12404.06
（折合18.61亩）

55961.41
（折合83.94亩）

135909.67
（折合203.86亩）

35005.44
（折合52.51亩）

出让年限

住宅70
年，配套
商业40年

住宅70
年，配套
商业40年

40年

40年

4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50年

50年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8日

为切实提升未央区微型消防站队
伍实战救援能力，充分展现微型消防
站队伍新形象，营造“全民消防”浓厚
氛围，11月7日9时，西安市消防支队
未央大队在辖区举行消防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暨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

未央消防大队教导员刘键介绍，
未央辖区的重点防火单位、大型综合
体以及小区，共有 200余个微型消防
站，消防员每天都会参加训练，体现社
会救援力量“救早、灭火、3分钟到场”
的战斗作风。

昨天的比赛过程，各微型消防站
消防员一系列动作娴熟连贯，简单利
落，把平日里练就的消防救援技能展
现得淋漓尽致。有现场市民表示：“微
型消防站也太专业了。”刘键表示，近
年来，微型消防站已逐步成为社会单
位防火、灭火、宣传工作的重要基地，
有效弥补了城市消防站数量有限、消
防管理人员不足等现实短板，在灭火
救援、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活动期间，未央消防大队还通过
消防知识展板、分发宣传彩页及印有
消防安全知识的鼠标垫、字帖等形式，
为市民详细讲解了各类消防安全知
识。 文/图 首席记者葛兰

被骗入传销窝点遭非法拘禁
男子砍伤两人被判防卫过当获刑一年
被骗入传销窝点遭到非法拘禁后，江西男子余某自认脱离无

望，手持菜刀连砍两人，最终被西安市灞桥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近日，这起案件引发各界关注，正当防卫
和防卫过当如何界定，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32
岁的余某是江西省上饶市上饶
县人，小学文化程度。

2018年 11月 4日，余某被
许某（女）以谈恋爱为名骗至西
安市雁塔区一传销窝点，许某以
充电为由拿走了余某的手机。
余某察觉到自己上当受骗后，要
求离开，但被拒绝。

之后，该传销组织对余某严
加看管，并对其有言语辱骂、泼
水、推搡等行为。余某自认为脱
离传销窝点无望，于11月7日6
时许趁睡在门口负责看守的吴
某不备，手持菜刀在吴某头部连
砍两刀，传销组织主任王某来夺
刀时，也被余某砍伤头部、背部、
腿部等部位。经鉴定，吴某的损
伤程度属重伤二级，王某的损伤
程度属轻伤一级。案发后，余某
向公安机关投案。吴某、王某对
余某的行为表示谅解。

此案开庭审理时，余某对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
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自愿

认罪认罚。但其辩护人认为，
本案存在被害人过错，余某系
初犯，有防卫情节，属防卫过
当，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
罚，且取得被害人谅解，建议对
被告人减轻处罚。

经审理后，法院认为，余某
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
重伤、一人轻伤，侵犯他人身体
健康权，其行为已构成《刑法》规
定的故意伤害罪。检方指控被
告人所犯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
处。案发时，余某正处于被非法
拘禁期间，他为免受正在进行的
不法侵害，持刀砍伤被害人，正
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重大损害，其行为系防卫过当，
应依法减轻处罚；余某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自
首，可依法减轻处罚；且余某自
愿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
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
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最终
一审以余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一年。

该案近期被上传至网络后，
引发“法院对余某是否量刑过
重”的争议。昨天，北京市盈科
（西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当防
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本案中，余某误入传销窝
点，被严加看管，人身自由受到
严格限制，又遭受言语辱骂和推
搡，被传销组织非法拘禁。他在
出逃过程中，为了保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
损害。《刑法》明确规定，对于正在
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可以进行无限防卫，但
本案情况不属于以上几种，依照
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王某和吴
某对余某实施的是非法拘禁，不
符合无限防卫的情况。

因此张莹认为，余某的防卫程
度超过了必要限度，不属于法律保
护的正当防卫，属于防卫过当。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知名刑辩律师赵良善
就此案发表看法，余某只是处
于被非法拘禁状态，而非受到
暴力伤害，故不符合无限正当
防卫。余某处于被非法拘禁状
态，属于刑法规定的受到不法
侵害状态，此时，余某可制止不
法侵害，可正当防卫，但又因其
生命未受到威胁，余某主动拿
刀砍伤两人，显属防卫过当，构
成故意伤害罪。

不过，赵良善律师认为，基
于传销的违法性、社会的危害
性、国家对传销的严厉打击程

度，以及本案特殊性，法院在量
刑时，还可减轻处罚。

那么人们一旦陷入传销组
织，又当如何设法脱身？公安莲
湖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赵光奕提
醒，从法律角度来说，余某的做法
是十分不可取的。面临此种困
境，被困者可假装“入伙”，采用巧
妙方式使看管者放松警惕，同时
仔细观察周边环境，伺机而动，

“智取”脱身。
本报记者张晴悦

案情：
被骗入传销窝点男子砍伤两人

观点：
法院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建议：
量刑还可减轻被困后此做法不可取

微型消防站
技能大比武
市民表示“太专业了”

微型消防站的消防员比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