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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酒足饭饱后，
一定要切记不要酒后开车。2
月25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
关负责人称，2019年全年，河
南全省交警部门每月至少组
织两次全省统一行动，各省辖
市交警支队将每周至少组织
一次统一行动，依法严查严处
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据统计，截至2月24日，
我省公安交管部门2019年已
查处酒驾27063起，其中酒后
驾驶21292起，醉驾5771起，
平均每天 492起。2011年 5
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全省
交警部门共查处酒驾违法犯
罪行为405841起，其中醉酒
驾驶77678起。一年按照365
天计算，每天全省159起酒驾
被查处。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
负责人说，按照公安部交管局
统一安排部署，河南全省交警
部门将采取超强措施，依法严
查严处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即日起，全省部署开展最严查
酒驾的行动。

首先不间断开展严查行
动。元宵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重
要节假日，河南交警组织开展
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集中

统一行动。此外，交警总队将
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根据酒
驾醉驾规律特点，明确重点区
域、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每月
至少组织两次全省统一行动；
各省辖市交警支队将每周至
少组织一次统一行动；各市、
县交警支（大）队还将制定酒
驾醉驾治理工作日历，通过警
队联勤、接力整治、错时勤务、
交叉检查、随机抽查、机动巡
查等方式，做到天天在行动。

其次，重拳治理酒驾醉
驾。各地将组织执法小分队、
机动队，以及流动实验室随警
作战，灵活机动巡查治理酒驾
醉驾。

再次就是发动社会共建
共治。协调配合乡镇政府、街
道办和文明办、交通运输等部
门，在全省开展“零酒驾”单
位、乡镇、街道创建活动，以点
带面，营造全社会自觉抵制酒
驾的氛围；协调组织餐饮娱乐
行业协会和辖区饭店、宾馆、
酒吧、娱乐等涉酒场所，停车
场管理员、收费员等，及时劝
阻酒驾醉驾行为。并深化交
通违法有奖举报工作机制，鼓
励市民监督、举报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

风里雨里 交警在各大路口等你
最严查酒驾来了，2019年河南每周至少查一次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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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2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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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子湖区域郑政东出〔20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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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储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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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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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

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至

2019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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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年4月2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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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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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东出〔2019〕2号（网）宗

地土地出让金缴款期限为《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

日内。

（二）郑政东出〔2019〕2号（网）宗

地为产业准入用地，产业准入条件以郑

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出具的《郑东新区建设项目用地产业准

入条件》为准，参与竞买的单位或个人

在挂牌期内须取得郑州市郑东新区管

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建设项目

符合产业准入条件的意见，联系电话：

0371-67179223 赵煊汉。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

关于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序，

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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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出让须知》。

七、联系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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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

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 系 人：仝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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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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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夏南街北、
薛岗街东

53189.5 ＜4.5 ＜5053189.5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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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4日19时53
分，郑州中牟交警在郑汴路
查获一花甲老人酒后驾驶油
电两用四轮车。当场经呼气
式酒精监测仪检测，该驾驶
人的酒精含量是256.9mg/
100ml，已涉嫌严重醉酒驾
驶机动车。

据调查，该驾驶人苏某
今年60岁。据他解释，自己
家距离查处地点只有几百米
远，当晚他和熟人在路对面
的小区干活，收工以后就在
一家饭店吃饭，席间三个人
喝了白酒，酒席结束他就开
上自己的油电两用四轮车回

家，刚过人文路，被交警逮了
个正着。

中牟交警依据法律规
定，对苏某实施刑事拘留强
制性措施，并作出了五年内
不得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处
罚。

2019年 1月 2日 13时
30 分许，济源交警巡逻至
312省道梨林镇路段时，发
现豫U975××号牌的银灰
色面包车试图掉头，后加速
逃窜，直至行驶至济源市交
通驾校院内后才停车。

经查，该车驾驶人刘某
是交通驾校教练，持A2驾
驶证。刘某承认自己中午
和驾校学员一起喝了酒，并
酒后开车带着学员返回驾
校。经呼气检测，刘某血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57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济源高速交警依法
对刘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
元，驾驶证记12分（A2证降
级）并暂扣六个月的处罚。

2018年 3月 29日 6时
30分许，信阳交警接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110指令：“一辆
豫SJP1××轿车，停在羊山
新六大道与新七大道交叉
口，驾驶员趴在方向盘上不
动弹。”经查，驾驶人陈某，
1991年出生，当晚参加同学
聚会时饮用了白酒。随后，

又与同学一起来到KTV唱
歌、喝酒，直至3月29日清
晨6时许。

陈某说：“自己一整夜
都没有睡觉，一直在喝酒，
直到3月29日清晨天快亮
时，自己才驾驶车辆，先送
同学去火车站，然后准备回
家，不成想在羊山路口等红

灯时睡着了，后面的直接失
忆了……”

经酒精检验，陈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 191.46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已涉
嫌危险驾驶罪。信阳交警
2018年3月29日对其立案
侦查，并采取监视居住的刑
事强制措施。

●花甲老汉离家几百米还酒后开车

●驾校教练酒后驾驶，车上坐的都是学员

●90后喝酒一夜未眠，驾车等红灯酣睡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