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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上国土资告字〔2019〕19号

经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上出〔201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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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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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0日至
2019年1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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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至2019

年12月3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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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303房
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
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上

街区发改、环保等部门对出让地块的相
关政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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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

心路26号
联系电话：0371-68110991
联 系 人：武女士 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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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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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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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乘客携一箱白酒
上车遭拒离开，车上另一
乘客不愿意了

10月28日晚，郑州市民
李先生向大河报反映说，当晚
9时许，他坐上一辆63路公交
车，坐在前排。

随后上来一乘客，携带了
一箱白酒。但当场就被车长
劝阻下车。

这时，李先生不愿意了，他
纳闷：“白酒能喝，难道属于易
燃易爆危险品？应该让上车。”

车长告知他，白酒满一箱
不允许上车，属于易燃易爆危
险品。

就在李先生和车长就此
事争论时，那位乘客可能有所
担心，还是携酒下了车。

体验：公交和地铁，记者
携酒顺利乘车

10 月 29日上午 9时 40
分许，在郑州市英才街一公交
站牌处，记者拿一大一小两瓶
未带包装的散酒用透明塑料
袋提着，一瓶带包装瓶装白酒

由黑色纸袋提着，留意的话，
记者提的酒袋有轻微酒味。
记者先是排队上了一辆156
路公交车。

为引起车长注意，记者上
前车门后，专门走到紧挨车长
驾驶室门的位置，把携带物品
亮在最前面。

但从上车刷手机到走到
车厢后门站稳，整个过程，车
长未发一言。

最后，记者在两站后的杓
袁站下车，带着白酒顺利坐上
一辆32路公交。随后，记者
又顺利带着白酒在花园路汽
车客运北站公交站点坐上一
辆197路公交车。

上午 10 时 15 分，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携带这三
瓶酒来到郑州地铁2号线刘
庄进站口。

记者以乘客身份携酒进
入安检通道，将酒放入安检仪
后，没听到任何警报声音或者
安保人员提醒。

顺利通过四五名安保人
员把守的安检通道后，验身的
安保人员也没对记者再次检
查。记者提着酒顺利刷卡进

站乘车。
进站之前，记者询问地铁

安保人员，酒是否可以带上地
铁？“酒是可以带的。所以安
检仪就没发出警报。”两名女
安保人员说。

疑问：白酒是预包装食
品，为啥有的公交车让上
有的不让上？

对此，上述李先生说，今
年，媒体曾报道过高铁带一箱
酒被拒的，在他看来这也是不
对的。因为他说，酒的另外一
个名字叫预包装食品，是食药
监局定的，既然是食品为什么
不让带上车？对此，郑州一线
消防人士说，白酒尤其高浓度
白酒属于易燃品，公共交通工
具上最好不要携带。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
例》（下称《公共交通条例》）规
定，驾驶员不得拒载，但乘客
乘坐公交车辆，不得携带易
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同样是公共交通，《郑州市轨
道交通管理条例》（下称《轨道
管理条例》）也规定，禁止携带

易燃易爆性等危险物品上车。
那么，白酒到底属不属于

城市公共交通禁带的危险物
品？以上两则《条例》以及相
关规定里均没明确说明。

10月28日晚，郑州一名
一线公交车长说，白酒属不属
于危险品范畴他不确定。但
实际操作中，食用油和白酒都
允许带上公交，如果经检查确
是白酒，会让上公交的。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按
说是最好不上，但实际操作中
担心被乘客投诉。”该车长说。

对于该说法，郑州公交有
一线管理人员经查询后说，公
交车上是禁止汽油、煤油、酒
精、松节油、油漆、白酒、硫黄
等易燃物品上车的。白酒特
别是散的，是不允许乘车的。

“我查了一下，对于白酒
好像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但是，我们安管人员的解释
是，白酒里面含有酒精，特别
是50度以上的白酒更易燃。
一般情况下，按照安全管理上
的理解，白酒是不允许带上公
交车的！”另一名一线管理人
员说 。

郑州市民携一箱白酒乘公交遭拒
有乘客认为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可以带上车 记者带白酒试乘公交、地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文图

10月28日晚，郑州一市民携带一箱白酒乘坐郑州一辆
63路公交车时遭拒，无奈，只能打车回家。

对此，有市民疑问，白酒在商场和街头烟酒店都有卖，
市民若买了白酒不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样很不方便。

公交管理人员说白酒属于易燃品,禁止上车，而一线车
长说，实际操作中，白酒和食用油一类的物品都可以上车。

那么，作为郑州的两大公共交通，公交地铁乘车规则
中对白酒这一常见饮品有无更详细的规定？实际执行当
中，又如何具体操作？10月29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持白酒实地体验求证并深入采访。

大河客户端的报道
29日发出后，郑州公交立
即于当天晚上做出反应，
专门紧急向各调度室下发
《关于乘客携带白酒乘车
的相关补充规定》。

该规定要求，凡是乘
客携带白酒一箱（或一件）
数量以下(含一箱或一件)，
并且是正规包装完好无损
的（瓶盖未打开），可以乘
坐公交。车长不得拒载。
乘客携带一箱（或一件）数
量以上白酒乘车的，不得
乘坐公交。乘客携带散装
（无包装，非整瓶）白酒，不
得乘坐公交。车长应认真
做好解释。

对此规定，您怎么
看？欢迎致电大河报新
闻热线 0371—96211 留
言或者直接在大河客户
端留言。我们会将您的
建议和意见反馈给郑州
公交，期待该规定更加科
学合理。

郑州公交当晚出补充规定
带白酒须包装完整
一箱以上不能带

记者持两瓶白酒实地体验

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