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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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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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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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出〔2019〕
95、96号（网）为合村并城改造项目用
地，郑政出〔2019〕97号（网）为城中村
改造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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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至
2020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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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日至2020年
1月16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20年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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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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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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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出〔2019〕97 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68.498亩,竞买
人不受持有复垦券A券数量限制参与
竞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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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郑政出〔2019〕97号（网）地块
在国家安全控制区内，竞买人在竞买前
必须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
见书（联系人：周警官、魏警官；地址：郑
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4号润华商务E座
南侧一楼；电话：0371-6357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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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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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1-67188038

67188193
联 系 人：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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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13日

编号

郑政出
〔2019〕
95号（网）

郑政出
〔2019〕
96号（网）

郑政出
〔2019〕
97号（网）

土地
位置

学院路东、
安宁路南

盆刘南路北、
乐平路西

秦岭路西、
汝河路南

使用权
面积
（㎡）

45572.23

19007.48

70406.25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零
售商业、餐饮、旅馆、
商务金融用地（地下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3

＞1.1,
＜2.8

＞1.1,
＜4.2

建筑
密度
(％)

＜25

＜20

＜35

建筑
高度
(米)

＜80

＜80

＜100

绿地
率
(％)

＞35

＞35

＞25

投资总额
(万元)

≥
73924.54

≥
37933.09

≥
257947.75

起始价
（万元）

46582

20447

121455

熔断价
（万元）

69982

30847

182255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93164

40894

24291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3291

10225

60730

出让
年限
（年）

70

70(地
下50)

70、40
(地下
50)

开发
程度

五通
现状

七通
现状

七通
一平

为啥不装ETC，司机有话说

记者走访：
只开一个人工收费通道
有的站点堵车严重

连日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多次驾车行驶在周口境
内的高速公路上体验，分别对
商周高速周口北站、宁洛高速
周口南站、宁洛高速沈丘站、大
广高速周口东站、安罗高速周
口西站等通行情况，进行了实
地调查采访。

记者探访发现，上述收费
站确实是只开通了一个人工收
费通道。其中，在宁洛高速沈
丘站，上下道的车辆均出现拥
堵，下道的车辆堵在高速主路
上，而另一侧上道的车辆也堵
到了县城主路上。

在大广高速周口东站，货

车夹杂着轿车形成车队，被堵
在下站口。有的货车可能等待
时间过长，司机直接坐在驾驶
室里打起了盹。据该站ETC
通道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说，
之所以开一个人工收费通道，
是在执行上面的规定，其他未
多作解释。

在商周高速周口北站、安
罗高速周口西站，记者均碰到
下站拥堵的情况。车辆排起长
队，可收费站依然只开一个人
工收费通道，任由其他人工收
费通道闲置，也不愿增开。

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速
交警称，这样做肯定有安全隐
患，车辆拥堵站口难免发生剐
蹭小事故。他们也曾为此找到
收费站交涉协商，但对方称上
面有规定，他们也不好擅自做

主增开通道。

多方回应：
内部有个“一上一下”政策
上述“政策”是不会出台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12 月 11 日下午分别致电商
周、大广、宁洛高速周口收费站
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解。他们
说，确实存在只开一个人工收
费通道且造成车辆拥堵的情
况，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上
面是这样要求的。

“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这么
做，目的是督促推进车辆安装
ETC，我们省有个不公开的内
部通知，要求收费站实行‘一上
一下’政策，就是每个收费站只
开通一个人工上道口和一个人

工下道口，且每天都有专人核
查，发现我们私自增开车道就
会提出批评。”上述人员说。

对于出现拥堵的实际情
况，上述受访人员表示，他们很
理解司机的感受，但真的很无
奈。“出现拥堵了，我们只能尽
力疏导，如果车辆真的堵到了
高速主线上，会立即申请增开
通道。同时，我们也在加大安
装ETC的推广力度，争取司机
的理解和支持。”收费站有关人
员说，从形势上看，安装普及
ETC是大势所趋，且“一上一
下”的政策可能成为常态，以后
就这样执行了。

采访中，记者也与周口市
交通运输局取得了联系，办公室
值班人员称，他们不会出台“只
开一个人工收费通道”的政策，

从交通部到交通厅也都只是说
推广安装ETC，没有说强制。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也联
系了河南省交通厅下属的河南
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说，将把司机反映的情
况上报给领导，对于“一上一
下”政策，他本人尚不清楚。

记者采访了周口职业技术
学院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李明臣
老师。他认为，推广安装ETC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而
且从目前情况看，安装ETC的
车辆也确实受益很多。那么，
对于当下推广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李明臣建议，高速公路
的管理和运营者应多想想办
法，比如加大宣传力度，告知司
机们只开通一个人工收费通
道，引导大家安装ETC。

高速周口收费站：“一上一下”政策是内部通知 市交运局：只推广安装ETC，不强制

关于“宁可排队等待也不愿安装ETC”的原因
小车司机说：单位有财务规定，报销必须凭纸质发票，所以只能走人工收费通道。

货车司机说：抱着逃避超速、超载的幻想，一旦安装ETC，超载下站时无法绕称重磅。

关于“不装ETC也能尽量快速通过收费站”的建议
学者李明臣说：可以限时保留一个人工收费通道，毕竟是在推广过渡阶段，每天可在高峰
期增开一些通道，其他时间段则只保留一个人工收费通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郭磊

当 ETC 遇上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