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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7日、7月9
日，本报分别以《河南籍烈士
长眠边疆 谁认识他们》《长
眠边疆的河南籍烈士有6位
传来亲属音讯》为题，报道新
疆《巴音郭楞日报》记者汪涛
为18位长眠边疆数十载的
河南籍烈士寻找亲属事宜。

继程海金、生治卿、陈守
忠、王东喜、郭明虎、刘长河
6位烈士的亲友家人传来音
讯后，付贵吉、陆春才、张凤
强、王成恩、张国甫5位烈士
的战友及亲人也有了消息。

付贵吉烈士的儿子付军
伏说，他在1991年就找到了
父亲的埋葬地点，多次去新
疆烈士陵园祭奠父亲。可能
是没及时与新疆的记者反馈
这一消息，所以他父亲的名
字还在寻亲的烈士名单中。

王延亭是陆春才烈士的
战友，他看到报纸后第一时
间告诉其他老战友，一起寻

找陆春才的亲人。
“春才是1976年 12月

入伍到的新疆，当时他是铁
路修建的通讯员。1977年
11月，他去执行任务时牺牲
了。那时候天很冷，是汽车
班的班长带着班里的战士把
陆春才带回来的，把他葬在
新疆巴伦台镇附近的一个小
山沟里，距离当时修建的铁
路不到200米。当时的条件
很艰苦，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春才的墓碑是战友们用一块
木板做成，上边刻着他的名
字。”王延亭说，陆春才的老
家在三门峡陕县，家里有两
个哥哥。他已联系当地多位
老战友，一起帮忙寻找。

卢大马是张凤强烈士的
战友，看到报道后，他找到了
张凤强的弟弟张郑平。张郑
平说，他父亲曾去看过，后来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就一直
没有去过。哥哥之前是埋在

铁路边上，但几十年过去了，
哥哥的很多老战友也找不到
那个地方。如今，他们的生
活好了，他想去看看哥哥。

在近百个读者电话、网
友留言中，记者找到了王成
恩和张国甫两位烈士的家属
信息。

王成恩烈士的侄子王先
生称，大伯王成恩牺牲后，
1990年 11月，他爷爷曾去
新疆看过，他们也想去看
看。“大伯的墓地原来在新疆
巴伦台镇，后来迁到烈士陵
园，但不知道具体地点。现
在知道了，也想去看看。”

张国甫烈士的弟弟张国
彬也打来电话，但由于其留
下的电话号码有误，记者暂
时没能与他联系上。

目前，还有申志武、李登
云、朱贵权、马水秀、张顺、毛
出恒、张银善7位河南籍烈
士仍无亲友和家人信息。

本报讯 本报昨日AⅠ·
03版报道了《三鼎家政顶不住
了？》之后，有很多读者向大河
报打来热线电话反映与陈女
士相似的遭遇。7月10日凌
晨，三鼎家政董事长发出澄清
致歉信称公司并未跑路，已进
入清算阶段，会配合相关政府
机关的调查。当天上午，公司
内部也发出欠款汇总清算函。

7月10日凌晨，三鼎家
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富
强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出澄清
致歉信称，从7月5日开始，集
团重新组建了北京团队，希望
能安抚员工。目前正在协调
解决郑州、西安、武汉、宁波、
合肥等地团队的问题，希望安

抚员工和客户。
他在信中表示，并未挪用

公司钱款，也不会跑路，接下
来会坦然面对并配合相关政
府机关的调查。

7月10日上午，三鼎家政
集团正式发布公司欠款汇总
清算函。

函 中 称 ，三 鼎 家 政 自
2018年7月10日起所属分公
司暂停运营。公司将进入“工
商报备”“财务清算”阶段，后
续安排以网站公示为准。请
各方登记以邮件形式告知，用
户、服务商、员工将具体欠款
情况发到对应的邮箱。清算
函同时也留下了公司后续商
务合作的电子邮箱地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8〕62号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储
备土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
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
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上挂牌活
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住宅用地采
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
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
价竞买工作的通知》（郑政办
〔2017〕8号）及《郑东新区国有
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挂熔
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实施细
则》（郑东文〔2017〕24号）规定

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公告时间为:
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7
月30日。申请人需办理数字
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
招标局）官网 http://www.
zzsggzy.com/“办事指南”窗
口），登陆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郑州市招标局）交易系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
州市招标局）官网点击“交易主
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
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18年
7月31日至2018年8月14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18年8月10日17时。
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
日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
和其它相关资料（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502房
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
结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
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2
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郑东新区
管理委员会（东龙大厦）1008
室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
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

式和出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
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
康 发 展 的 通 知》（郑 政 办
〔2016〕60号）、《郑州市国有建
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
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郑政
办文〔2016〕87号）、《郑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
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工作的通
知》（郑政办〔2017〕8号）及《郑
东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
房 价 实 施 细 则》（郑 东 文
〔2017〕24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
市发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
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
《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
（郑政办〔2015〕8号）和挂牌出
让文件。

（四）郑政东出〔2018〕18
号（网）宗地需使用复垦券
103.228亩，土地竞买人参与该
宗土地竟拍需持有复垦券不少
于该宗地需使用复垦券面积的
50%（51.614 亩）；郑政东出
〔2018〕19号（网）宗地需使用
复垦券59.339亩，土地竞买人
参与该宗土地竟拍需持有复垦
券不少于该宗地需使用复垦券
面积的50%（29.6695亩）；待土
地竞拍结束后，竞得人及时到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挂钩办办理

相关手续。
七、联系方式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
分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
理委员会（东龙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371-67179410
联 系 人：温先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
西路与工人路向西100米路南
新蒲大厦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 系 人：仝先生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
州市招标局）

2018年7月11日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东新区龙湖区域郑政东出〔2018〕18、19号（网）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联合发布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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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使用权使用权使用权使用权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

（（（（㎡㎡㎡㎡））））
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规划指标要求规划指标要求规划指标要求
起始价起始价起始价起始价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熔断价熔断价熔断价熔断价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竞买保证竞买保证竞买保证竞买保证
金金金金((((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增加幅度增加幅度增加幅度增加幅度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房屋成本房屋成本房屋成本房屋成本
指导价指导价指导价指导价

（（（（元元元元////㎡㎡㎡㎡))))

综合房价综合房价综合房价综合房价
最高限价最高限价最高限价最高限价
（（（（元元元元////㎡㎡㎡㎡))))

出让出让出让出让
年限年限年限年限
((((年年年年))))

开发程度开发程度开发程度开发程度
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密度
((((％％％％))))

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
((((米米米米))))

绿地率绿地率绿地率绿地率
((((％％％％))))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投资总额投资总额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郑政东出〔2018〕
18号（网）

龙腾二街东、如意
河西二街南

68818.9 城镇住宅
＞1.0;
 ＜1.5

＜28 ＜20 ＞35 ≥229952 192000 248000 192000 500 29000 32000 70 三通一平

郑政东出〔2018〕
19号（网）

如意河东二街南、
九如路西

51922.88 城镇住宅
＞1.0 ;
＜1.5

＜28 ＜20 ＞35 ≥173495 145000 187000 145000 500 29000 32000 70 三通一平

18名烈士又有5人传来亲友佳音
《河南籍烈士长眠边疆 谁认识他们》新闻追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尧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见习记者 李帅

10日下午，三鼎家政公司位于郑州市东风路的分公司大门依旧紧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