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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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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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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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郑政出
〔2020〕
1号（网）

郑政出
〔2020〕
2号（网）

郑政出
〔2020〕
3号（网）

土地
位置

北岗路南、
支八路西

西岗路南、
湖西路西

湖西路西、
北岗路南

使用权
面积
（㎡）

28880.66

16694.24

44426.7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地）

城镇住宅（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地）

城镇住宅（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1，
＜4.0

＞1.1，
＜4.2

＞1.1，
＜4.2

建筑
密度
(％)

＜20

＜20

＜20

建筑
高度
(米)

＜100

＜100

＜100

绿地
率
(％)

＞30

＞30

＞30

投资总额
(万元)

≥
87129.318

≥
50650.253

≥
137728.87

起始价
（万元）

42717

25122

66717

熔断价
（万元）

64117

37722

100117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85434

50244

133434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1360

12561

33360

出让
年限
（年）

70
（50）

70
（50）

70
（50）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城中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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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
2020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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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20
年 2月 5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20年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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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号（网）地块需
使用复垦券 A 券 25.041 亩, 郑政出
〔2020〕3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6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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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征求
C（2019）111号宗地装配式建筑控制指
标意见的复函》要求，郑政出〔2020〕3号
（网）地块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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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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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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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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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3

今日评论 关键词 三尺巷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前段时间，洛阳偃师农民侯
宗欣盖新房，与邻居因宅基地边
界发生争执。在海南读研的女儿
侯亚楠得知此事，给父母讲述了
清朝大学士张英劝解家人退让三
尺宅基的著名故事，并借此劝解
父母：“让他三尺又何妨？”侯宗欣
夫妻听取了女儿的建议，主动让
出约80厘米建房，在其和邻居家
的房屋中间开出了一条小巷子，
并刻了一块名曰“三尺巷”的小石
碑竖在巷口。（详见12月26日本
报AⅠ·07版、今日AⅠ·17版）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
见当年秦始皇。”提起“六尺巷”，
人们很容易想起这首诗，以及作
者清朝大学士张英。其实，“三尺
巷”“六尺巷”的故事还有很多版
本，虽然故事发生地和主人公各
不相同，但所阐述的道理都是一
样的，那就是“礼让”。

所谓“礼让”，因“礼”而
“让”，因“让”而更加待人以“礼”。
面对邻里纠纷，即使“有理”，又
何妨以“礼”相让？邻里之间原本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矛盾多因琐
碎小事而起，与其“针尖对麦

芒”，誓要争个胜负、论个输赢，
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彼此礼
让、各自安好。和谐社会，其实就
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之
中。

洛阳“三尺巷”的故事见诸
报端后，众多网友纷纷送上掌声
与赞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
定联合大河报，授予侯亚楠一家
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奖励奖金
5000元，并向这宽宏大度的一家
人点赞致敬。看似微不足道的一
桩小事，何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原因很简单，“退一步海
阔天空”的道理人人都懂，但要

真正退出那一步，却着实不易。
很多时候，邻里街坊因琐碎

小事争执不下，并不是要争得多
少实际利益，更多只是想争一口
气。如果双方互不相让，矛盾冲
突难免不断升级，小事情也能酿
成大冲突。洛阳“三尺巷”的故
事，不失为解决此类纠纷的典
范。化解邻里纠纷，需要法律层
面的规范与约束，同时也离不开
敦亲睦邻的社会氛围。恰如天天
正能量颁奖词所言：人与人之
间，多一份理解就会少一些误
会；心与心之间，多一份包容就
会少一些纷争。

“三尺巷”记录敦亲睦邻的和谐之道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一审。《草案》拟规定，业主违反合同约定拒不交纳物业服务
费，或按照有关规定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调查显示，近七成网友反对拒不交纳物管费就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超过八成网友认为要分情况区别对待。

广州：业主违约不交物业服务费 或上失信“黑名单”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实习编辑 周田田 整理）

@猫：根据调查结果来看，关于“拒不交纳物管费的业主或将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规定，还未能形成更大的共识。从趋利
的角度看，权利受到限制难免会引发不适。在拒交物管费的各种理由中，还包括对“物业服务不满”的合理诉求。当大多数人把拒
交物管费作为利益博弈和维护权利的一种手段，作为与物业公司讨价还价的工具，这种行为就具有普遍性的共识并成为路径依赖。

@布鲁斯王：物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受到合同的限制与约束，双方都应当按照合同的要约来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物
业公司应按照要求，承担好公共物业及配套设施的维护保养、安保、保洁、相关公共保险的服务，同时对个性化的要求尽量满
足。业主则应依照合约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交纳服务费用，不让物业公司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交纳物业费与做好物业服
务之间，具有“本”与“源”的依存关系。物业公司对产权人委托管理的房屋、设施及其公共部位进行维护、修缮，承担居住小区及
小区内物业的保安、防火、绿化维护、清扫保洁以及产权人和使用人日常生活必需的便民服务，都需要大量的经费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