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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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出〔201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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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

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定的

方式确定竞得人，商业用地采用价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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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至2019

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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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2019

年12月12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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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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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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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二）郑政出〔2019〕80号（网）地块

成交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缴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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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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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郑政出〔2019〕80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A券115.751亩，竞买人

参与竞买时需持有不少于30%的A券

复垦券（34.7253亩）。待土地竞拍结束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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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 系 人：焦先生、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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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081

联 系 人：郭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赵先生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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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症新药有条件获批上市
系我国第一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原创新药 我省专家：新药效果，有待临床观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我国第一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原创新药有条件获批
上市，消息一出，瞬间引起朋友圈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

昨天，大河报记者采访我省相关专家时，专家说，因为
这个药是新药，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临床观察。

数字：河南至少有
4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一提起阿尔茨海默病，很
多人第一反应会将它和“老年
痴呆”画上等号。

事实上，这是一种不严谨

的行为。
“老年痴呆包括很多种，比

如帕金森性痴呆，脑梗后留下
的血管性痴呆，阿尔茨海默
等。”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痴呆
与认知障碍亚专业科主任徐长
水说，在老年痴呆这一大类疾

病中，阿尔茨海默病占比比较
高，约占近一半。

那么，在人群中，阿尔茨海
默病发病率如何？

“和年龄有关系，年龄越大
发病率越高，65岁以上的人群
发病率为 4%~7%。”徐长水
说。

最新的数字显示，截至
2018年底，我省65岁以上老
年人口有1019万，照此推算，
我省约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0万至71万人。

但遗憾的是，如此庞大的
患者人群，就诊率却很低。

谈及原因，徐长水分析可
能和三个方面有关，一是，许多
老观念认为，老人记忆力差、反
应慢等是人衰老的一种正常现
象，不是疾病，因此没想到去看
病；二呢，许多人担心，这种病
会遗传，一旦被外人知道，对自
己及家人影响不好；第三，人们
认为，这种病反正又不能治愈，
所以干脆不去治疗。

治疗：
目前治疗药物只有4种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
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
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

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
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
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
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
明。

“最近这十几年，临床上用
的治疗药物只有4种。”徐长水
说，这4种药物主要是缓解症
状、延缓疾病进展，并不能根治
该病。

既然不能根治，那么，吃这
些药还有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因为早期干
预的话，可以延缓疾病的进
展。”徐长水说。

据了解，全球各大制药公
司在过去的20多年里，相继投
入数千亿美元研发新的治疗药
物，但是这些药物有部分虽然
通过了动物实验，但都在二期
或三期临床试验中，因为作用
有限或者副作用大而最终没能
走向市场。

“一种新药的产生，至少先
需要经过 3 至 5 年的动物实
验，然后再进行至少2至3年
的三期临床试验。”徐长水说。

说法：新药效果如何，
有待临床观察

近日，我国第一款治疗阿

尔茨海默症的原创新药——
甘露特钠胶囊（商品名“九期
一”）有条件获批上市，消息一
出，瞬间引起广泛关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此
消息之所以被关注，一方面是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人群庞大，
但是治疗药物很少，九期一的
上市将填补该领域全球17年
无新药上市的空白。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这种新药的上市
也伴随着不少质疑声音。

梳理这些质疑因素，大致
有个方面，一是，此药联合开
发的公司之一——上海绿谷
制药有限公司，之前主卖保健
品，而且曾经因为虚假宣传被
媒体曝光；二是，此药临床试
验时间过短，仅仅只有 9 个
月，而且样本数太少，只有
1000多个。

根据“九期一”公布的三
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九期
一”可改善轻度至中度阿尔茨
海默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具
有起效快、呈持续稳健改善的
特点。

“作为医生，我当然盼望
有越来越多安全有效的药物
投入临床。”徐长水说，因为

“九期一”是个新药，效果如
何，有待于进一步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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