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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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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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龙湖区域郑政东出〔201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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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东出〔2019〕11号（网）地块
采用网上有底价挂牌方式出让，低于底
价不成交，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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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出让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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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至
2019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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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sgg-
zy.com/“办事指南”窗口），登录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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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至2019
年11月29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9年11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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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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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之日后10个工
作日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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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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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须知》。

（四）郑政东出〔2019〕11号（网）宗
地需使用复垦券84.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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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3113亩），待土地竞拍结束后，竞得
人及时到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钩
办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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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

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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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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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公园绿地 要建成菜市场了？
郑州一地块涉嫌违建 管理部门：已下达3份执法文书，正等拆除决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新昌 实习生 王凌云 文图

“规划要建公园绿地，盼望着将来溜娃跑步，谁知道
不声不响快把菜市场建起来了。”近日，大河报不断接到
郑州金水区宏康路（龙门路）附近小区业主的投诉。

走访：围挡内，20亩大的
菜市场已“初具雏形”

接到投诉后，大河报记者
来到金水区宏康路（龙门路）市
民反映的地点，发现路北侧是
和昌悅澜小区、再往北是康桥
朗城小区，两个小区总体上入
住率很高。业主反映的菜市场
则位于两个小区东边围墙内，

从路面来看，根本看不到里面
有菜市场的工地。记者辗转来
到位于宏康路的一处围挡门
前，这里没有任何公示信息，只
提醒“禁止停车”。

和记者走访感受略同，不
少业主也并不知道建菜市场的
情况。但两个小区东边楼栋的
业主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在一位业主家，从业主阳

台上可以明显看到，工地约20
亩大小，目前路面都已硬化，一
排排大棚的金属框架已搭建，
最西侧大棚的横梁钢筋也搭建
完毕，工地内仍有人员施工。

求证：村民称有地块管理
权，建市场为村民谋福利

菜市场是谁建的？有合法
手续吗？一位业主表示，经过
几个月来的投诉，已有市场方
主动和部分业主对接沟通。

记者查询《郑州市金水区
刘庄村、杓袁村城中村改造（二
期）控制性详细规划》，菜市场
所在位置是W-01-03地块，
用地代码 G1，用地面积9710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公园绿
地。规划图中，该地块用深绿
色标注，根据标注信息属于“公
园绿地”。

记者了解到，该菜市场为
当地郑州刘庄村一村民小组所
建，一位市场负责人表示，该地
块尚未“挂牌”，管理权仍在村
里。“逢年过节，不该给村民发
米送油搞福利？建市场就是为
了给村民谋福利。”该负责人
说，将来市场建成后，他们“会
保证不扰民”，而且将来真要建

公园时，会配合有关部门拆除。
对于是否有审批手续，该

负责人没有正面回应。

业主：反对在此进行除公
园绿地之外的建设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康桥
朗城、和昌悅澜等许多业主写
了《关于反对在康桥朗城1号
院东侧地块进行除公园绿地之
外的建设的意见陈述书》。

业主们认为，地块正在进
行的建设行为与该地块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不符；建设单位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且未在场地外公示建设方案；
不满足幼儿园设计规划，对场
地西侧紧邻的幼儿园产生不利
影响；不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50180-2018）
有关建设15分钟生活圈的相
关规划，损害了业主的权益。

另外，业主们认为，不远处
已有大型超市，且在步行范围
内，能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
求，不需额外的菜市场。

“规划公园绿地，竟然偷偷
建菜市场，而且没有任何公示，
需要相关部门给出明确说法。”
不少业主气愤地说。

说法：已下达多份文书，正
等待拆除决议

菜市场是否有审批手续？
如何处理即将建成的菜市
场？25日，大河报记者向金水
区政府以及下属的国基路办事
处说明了采访内容。

经过详实的调查汇总，国
基路办事处有关人士表示，涉
事地块目前仍属于集体土地，
已接到大量投诉，金水区城市
管理执法大队与办事处查处办
等单位已多次去现场进行调
查。金水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处违
建项目，大队已先后下达了三
份执法文书：郑州市金水区城
市综合执法局暂停施工通知书
（备注：金综执法暂停通字
【2019】第 02012号）；郑州市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停止建
设通知书（备注：金综执法停通
字【2019】02015 号）；郑州市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自行拆
除通知书（备注：金综执法自拆
通字【2019】02013号）。

“我们已调查清楚，将下达
的相关文书以及如何拆除方案
上报至金水区政府，正等待区
里拆除决议。”该负责人说。

菜市场工地（左侧）与小区仅一墙之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