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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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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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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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4日至2019年
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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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至2019年12月18
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
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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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A券104.778亩，郑政经开出
〔2019〕030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10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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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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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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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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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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郑州举行
舒启明作宣讲报告 王国生主持 刘伟出席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铮 马涛

本报讯 根据党中央统一
部署，11月13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
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郑州举
行。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
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舒
启明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王
国生主持报告会，省政协主席
刘伟出席报告会。

在宣讲报告中，舒启明详
细阐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意义，他指
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
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
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
定》，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
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
个重大政治问题，是一篇马克
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
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深刻阐述了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坚

定制度自信深入回答了一系列
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
题，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
明确要求，为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舒启明在报告中深刻阐释
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
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系
统解读了全会《决定》提出的总
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他指出，要进一步
加强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和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
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严
格遵守和执行制度，确保全会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
位。宣讲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思想深刻、深入浅出，系统阐
释了四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核
心要义和重大举措，既有很强
的思想性、理论性，又有很强的
实践性、指导性，令人深受启
迪、备受教育。

王国生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
全省上下迅速兴起了学习贯彻
的热潮，凝聚了在中部地区崛
起中奋勇争先、争做出彩河南
人的强大正能量。要持之以恒
地抓好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这项重大政治任务，确保全会
精神在河南落地见效。要领导
带头，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做，充
分发挥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
要贴近基层，推动四中全会精
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
深入宣讲、广泛宣传、加强阐
释，把四中全会精神送到群众
心坎里。要务求实效，持续营
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
围，倡树“五比五不比”工作导
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切实强
化制度意识，扎扎实实推动全
会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学习贯
彻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
神激发出来的热情干劲，转化
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具体行动，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保持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全力维护社
会稳定，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确
保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

王国生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委宣讲团动员会上强调

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心走实
凝聚中原更加出彩强大合力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铮

本报讯 11月 13日，省
委书记王国生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
宣讲团动员会上强调，要把
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结
合起来，带着信仰、带着责
任、带着感情、带着好的作风
宣讲好全会精神，持续推动
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

宣讲团成员代表在会议
上作了发言，交流了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分
享了做好宣讲工作的好经验
好办法。

王国生在讲话中指出，要
带着信仰宣讲，在真信真学真
懂真用上下功夫，讲清楚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讲清
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

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的
重大意义，讲清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具有的显著优势。

要带着责任宣讲，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讲好高质量
发展新成就，讲好深化改革
新变化，讲好奋勇争先新机
遇，讲出更加出彩新干劲。

要带着感情宣讲，多用群
众语言，多举鲜活事例，多讲
身边变化，把党对人民群众的
感情传递出去，把人民群众对
党的感情进一步激发出来。

要带着好的作风宣讲，
密切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倡树“五比五
不比”工作导向，在宣讲中变
话风、改文风、转作风，凝聚
起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绚丽篇章的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