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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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号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牟县自然资源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郑政经开出〔2019〕02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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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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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储备用地，建设
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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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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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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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
发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挂熔断
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实施细则的通知》（郑经管
政〔2017〕20号）规定的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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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10日至2019年
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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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点击“交易主
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
13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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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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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物流园区规划国土资源局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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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经开出〔2019〕020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A券35.807亩，郑政经开出
〔2019〕021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72.230亩，竞买人参与竞拍时需持有不少于
30%的复垦券。具体要求详见出让须知。咨
询电话：0371-68983958.

（二）出让地块的出让价款交款期限为合
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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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须全面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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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
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郑政经
开出〔2019〕021号（网）地块应采用装配式建
筑技术建设，具体控制指标详见郑州市城乡
建设局关于征求牟政出（2019）66号宗地装
配式建筑控制指标意见的复函。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联系地址：新安路与前程大道交叉口东

北角郑州国际物流园区规划国土资源局
515室。

联系电话：0371-60806989
联 系 人：闫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发

大厦7021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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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牟县自然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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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郑政经
开出
[2019]
020号
（网）

郑政经
开出
[2019]
021号
（网）

土地
位置

凌云路以
北、宇龙
街（规划
路名白石
东街）以
东、朗星
路以南

朗星路以
南、龙善
街以西、
美辰路以
北、龙真
街以东

使用权
面积
（㎡）

23871.11

48153.32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地下
交通服
务场站
用地）

城镇住
宅（地下
交通服
务场站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3.5

＞1.0，
＜3.5

建筑
密度
(％)

＜25

＜25

建筑
高度
(米)

＜100

＜100

绿地
率
(％)

＞35

＞35

投资总额
(万元)

≥
46988.357

≥
94785.964

起始价
（万元）

30456

61494

熔断价
（万元）

45856

9229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0456

61494

房屋成
本指导
价

(元/㎡)

12803

12811

综合房
价最高
限价

（元/㎡）

15803

15811

出让
年限
(年)

70
(地下
50）

70
(地下
50）

开
发
程
度

五
通
一
平

五
通
一
平

10月9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获悉，李安新片
《双子杀手》曝光了“杀手游
戏”版预告，一幕幕刺激的动
作场面，带来强烈的视觉冲
击。

正在进行的全球路演中，
电影凭借逼真的视觉效果、酣
畅淋漓的动作场面带给海外
观众许多惊喜，而李安一贯隐
藏在题材背后的深沉情感也
令人触动。据国内出品方介
绍，该片将于10月18日全国
上映，目前已在各大平台正式
开启预售。

电影中，年老的威尔·史
密斯一心想拯救年轻的自己，

让他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引
起不少人的共鸣。

电影中拳拳到肉的真实
感让观众看得很兴奋，但却难
倒了幕后的特效团队。用高
帧+3D拍动作戏本身就很有
挑战，因为人物的每一丝肌肉
反应都会被清晰捕捉到，而动
作戏的主角之一的年轻威尔·
史密斯，还是用特效做的数字
真人。在高帧这个“放大镜”
下，特效团队别无选择，只能
一块块肌肉、一层层皮肤地狠
抠。一场只有4分钟的打戏，
最终制作了长达9个月之久，
只为让年轻的威尔看起来更
真实。

要经文物部门审批
还要有专业技术

传拓工艺已有1000多
年历史。由于很多石刻资源
分布在户外，经过风化及人
为破坏，石刻资源难免受损，
科学的传拓工艺可以将散落
在各地的石刻传拓下来，在
保存的同时还可进行相关研
究。

不过，对文物进行拓印
有严格的规范。河南省非遗
传承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
艺传习中心李仁清传习所传
习导师李仁清对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说，对文物进
行拓印首先需要经过文物部
门审批，一般情况下，还会根
据文物的级别限定拓印数
量，同时，对传拓专业能力也
有较高要求。

盲目拓印
会对文物造成损害

“在没有掌握传拓工艺
的情况下，盲目拓印很容易
对文物本身造成损伤。”李仁
清说，拓印流程复杂，针对不
同的石刻文物，专业的拓印
人员首先会对文物有详尽的
了解，然后采取最适合的方
式拓印，而一些盗印者往往
技艺不过关，不注重细节，轻
重不当，会留下墨迹等污染
文物本体。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日
曝光的非法拓印并非孤例，
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私自对
文物进行拓印的情况，一些
石刻文物拓片甚至在市场上
流通。

对于文物拓印的正规流
程，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工

作人员表示，我国《文物复制
拓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复制、拓印文物，应当依法履
行审批手续。对文物保护主
体拓印，必须经过当地文物
部门的审批，不同级别的文
物审批的级别也不同。“如果
对文物本体进行拓印，就要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决不能
随意而为，盲目拓印会对文
物本体造成损害。如果墨渍
进入到石刻之中，需要以比
较高的代价用专业技术来修
复。”

有网友提出，为何不将
一些石刻加上玻璃罩来防止
非法拓印？李仁清解释说，
一些地方的石刻不能用玻璃
罩，因为地面酸性、碱性的潮
气是向上散发的，如果被玻
璃罩封住，酸碱散发不出来，
反而会侵蚀石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一场4分钟的打戏
李安制作了9个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文物拓印不是想拓就能拓

近日，一段“千年石刻遭大学生非法拓印”的视频引发热议。涉事的上海大
学美术学院带队老师解释称，是课堂结合野外进行“游学”，将南朝石刻拓片用于
学习研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违法”。

对文物进行拓印要具备哪些条件？盲目拓印对文物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对
此，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拓印文物应当依法履行审批手续

《双子杀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