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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受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决定以网上
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19〕34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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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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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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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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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至
2020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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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至2020
年2月7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20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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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
住建局国土资源二办公室进行后置审
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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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须在公告期间取得郑
州高新区创新发展局出具的符合产业
准入条件的审核意见；土地成交后，竞
得人需与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产业发展
承诺书，承诺书作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的必要条件。
（五）郑政高出〔201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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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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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郑政高出〔2019〕34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32.815亩，竞买人
参与竞买时需持有不少于30%的复垦
券A券（9.8445亩）。

七、联系方式
1.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国土规划住建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国槐街8号火
炬大厦B座4楼国土资源二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7981695
联系人：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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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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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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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分数咋出炉？大河报记者探访艺考评卷现场

每份试卷至少经评委15人次评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文图

不同于语数外，艺术类试卷咋批改？咋评分？啥标准？近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走进我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笔试科目评
卷现场，近距离接触评卷工作，实地感受了评卷工作的公平、公正和科学严谨。

现场24小时封闭值守
高清监控全覆盖

走进美术评卷现场，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获悉，评卷
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安保人员
24小时值守，场内高清监控全
程覆盖并录像，所有工作人员
凭专用工作证出入，手机统一
上交封存，严禁使用任何通讯
和拍摄工具。考生答卷、答题
卡参照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

评卷期间，省纪委监委驻
教育厅有关负责同志、省招办
纪委负责同志亲临现场，深入
了解评卷人员组成、工作流程、
组织管理等情况，检查执行工
作规定和遵守纪律情况，加强

评卷监督，确保评卷公平。

评卷人员
从高校专家库随机抽取

据省招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推
荐、审查、入库、遴选、培训、考
核动态管理机制，优化评卷队
伍机构。来自省内外高校推荐
的人选，经审查合格后进入评
委专家库，评卷开始前从专家
库中随机抽取遴选。所有评委
都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评卷组长要求有10年
以上教学经历和多年评卷经
验，副教授以上职称。

所有评委均签订承诺书，

承诺当年无亲属关系、师生关
系及其他利害关系的考生参加
本专业考试，承诺严格遵守评
卷工作纪律、公平公正评分。
评卷前，省招办组织召开全体
评卷人员培训会，明确工作纪
律、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严把
专家定标、培训贯标、评卷质检
等关口。

评卷子
这些步骤缺一不可

据工作人员介绍，每一份
试卷都要经过规定环节的评
判，最大程度确保了评卷的客
观性和公正性。

以美术类为例：
第一步：抽取样卷。全省

试卷按考场分布等距抽取试卷
总数的5%，确保覆盖全省各市
县。

第二步：确定标准。把样
本卷混合后，专家组集体研究，
按试卷水平高低依次分为6类
16档，分别确定每一类每一档
的标准卷，作为该档试卷的参
照标准，张贴在现场，供评委进
行对照培训试评、掌握标准。

第三步：对标分类。评委
对照标准，把试卷进行 6 类初

分。评委 5 人为一组，集体认
定，各组之间交叉复核。

第四步：细分定档。在 6
类初分的基础上对照标准细分
定档，1—5类试卷每一类都要
分上中下3档，第6类是最低的
一类，不再分档。评委 5 人为
一组，集体定档。

第五步：定档复核。所有
定档试卷都要交叉复核；对 3
类以上试卷，组成专门的专家
组再次逐一复核定档情况。

在分类、定档过程中，集体
认定有不同意见的试卷，或在
复核中有异议的试卷，由专家
在充分听取评委意见的基础上
集体决定。

第六步：定档编码。对试
卷所定档次进行编码固定。经
过编码固定后，该份试卷的得
分区间即已确定。如：二类中
档试卷，允许的分数区间值为
84-86分，也就是说，对确定为
这个档次的试卷，打分结果只
能在 84-86 分之间，无法超出
这个范围。

第七步：评委打分。评委
每5人一组，各自独立打分，通
过评卷打分系统读取试卷编码
信息，自动识别该份试卷对应
的档次及分值区间，评委在对

应的区间内打分，系统自动去
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加
总平均后为考生该科成绩。

整个评卷期间，试卷上的
考生信息始终处于密封状态。
评委打分完成，数据库备份后，
方可拆封扫描识别试卷条码上
的考生信息，通过试卷编码与
计算机内存贮的分数对接。

参加评卷的外省评委盛赞
道，“评卷程序设计严谨科学，
每一份试卷至少经过评委15
人次的反复评定、集体认定，最
后结果客观公正。”

2020年1月8日
统一发布成绩

据评卷工作人员介绍，成
绩合成后，将采取多种措施校
验考生成绩，确保成绩准确可
靠。美术、书法、编导制作类省
统考专业成绩于2020年1月8
日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http://www.heao.gov.
cn）发布，考生可自行上网查
询；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还
将公布专业省统考合格线和分
数段。音乐类笔试科目省统考
成绩将在考生参加音乐面试结
束后一并通知考生。

评卷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