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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高国土交易告字〔2019〕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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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19〕3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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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政高出〔2019〕35号地块为储备
用地，产业准入详见《郑州高新区建设
项目产业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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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现场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现场挂牌方
式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
人（具体内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31日
至2020年2月5日到郑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7021 房间领取挂牌出让文
件。于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
5日17时前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7021房间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
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5日17
时（以到账时间为准）。申请人应在
2020年2月5日17时前提交材料完毕，
过期为无效申请。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将在2020年2月5日17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告、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公告时间：2019年12月31日
至2020年1月19日；

（二）挂牌时间：2020年1月20日
至2020年2月7日9时；

（三）挂牌地点：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
价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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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竞买人须在报名前取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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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及人民币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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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⑴开户行：招商银行郑州农业路支

行；3719 0550 9410 708
⑵开户行：华夏银行郑州建设路支

行；1555 2000 0010 2241 5
⑶开户行：中原银行郑州工人路支

行；4101 1401 0150 0004 02
⑷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文化支行

2546 5423 3578
⑸开户行：郑州银行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9950 1880 1066 9487 9
⑹开户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6999 0931 5
⑺开户行：建行郑州发展大厦支行
4105 0167 6708 0966 6666
⑻开户行：浦发银行郑州经三路支

行7606 0078 8017 0000 0003
⑼开户行：工行郑州陇海路支行
1702 0215 3800 0001 142
⑽开户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8111 1010 1120 0841 146
⑾开户行：农行郑州中原支行
1605 1101 0466 6666 9
⑿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营业

部1535 6789 6789 99
⒀开户行：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

部4910 0000 1012 0100 1300 27
⒁开户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4620 1010 0101 0060 23
⒂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东路支行
9410 0401 0034 9466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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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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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捐献者：“爱就像一盏灯”
我省今年实现捐献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114例，捐献人数创新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文梅英 张予 文 记者 许俊文 摄影

转眼间，到了
2019 年岁末，河
南人传递大爱、捐
献“生命种子”救
人的善举仍在继
续 ——12 月 30
日，郑州市的电焊
工周小三、小学教
师刘佳分别在省
人民医院、省肿瘤
医院捐献造血干
细胞，帮助素不相
识的 3 岁患者和
20岁患者重燃生
命希望，成为我省
第825、826例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至此，我省
2019年非血缘关
系造血干细胞捐
献，结出了年度
114例捐献的“大
爱硕果”，也刷新
了中华骨髓库河
南省分库成立以
来的年度捐献纪
录。

与电焊工同日捐献的女教师
感慨“爱就像一盏灯”

37岁的刘佳是荥阳市第四小学的数学教师，
12月30日上午，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教室，
而是躺在省肿瘤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的床上，
在家人、同事等的陪伴下，捐献“生命种子”救人。

“人命关天，我相信其他人遇到了，也会毫不犹豫
这么做。”刘佳说，“爱就像一盏灯，在越黑暗的地
方越显光明，照亮别人的路，就是璀璨自己的人
生。”据记者了解，刘佳特别有爱心，从2008年开
始就坚持无偿献血，生活中也乐于助人。

45岁的电焊工周小三和刘佳同日捐献，他
来自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上李河社区，凭着电
焊手艺打零工贴补家用。虽常年忙碌，并没有阻
挡他献爱心的热情，他多次无偿献血，还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救人要紧，我全力配合。”接到和
患者初配成功的通知后，当即同意捐献的周小
三手头有要紧的活，也坚持救人第一，多次在郊
外工地和医院之间奔波，无怨无悔。

患者家人的感谢信
是他2019年最珍贵的礼物

因为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今年37岁的申通
快递员工张开宗，感觉“整个人的生命都升华了”。

2019年11月22日，张开宗在省肿瘤医院捐
献“生命种子”，帮助挽救一位3岁小女孩的生命，
成为我省第816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如今，他珍藏着一封小患者父亲手写的长长的
感谢信，视为自己2019年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起初，我觉得能帮助别人，对自己身体也

没啥危害，肯定要救，不算啥，看了小患者爸爸
的感谢信，我流了半天泪，理解也更深刻了，这挽
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也成全了一个家庭，照亮了他
们的心。”张开宗说，他的救人善举也得到了单位
的褒奖。

现在，张开宗已经成为一名宣传员，他呼吁
希望更多年满18周岁至45岁的健康公民加入
进来，为更多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爱满2019年
全年114例捐献帮患者挽救生命

7月份 14例捐献，9月份16例捐献2019
年，9月20日有5位志愿者同日捐献，10月15
日在全国率先达到800例捐献……即将过去的
2019年，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爱心
涌动，成绩斐然。

大爱河南人的爱心接力一棒接一棒，1年内
实现114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为114
位血液病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也创下河南
省分库成立以来年捐献人数的新高。

数说大爱河南
捐献总人数连续7年领跑全国

记者从省红十字会获悉，中华骨髓库河南
分库自2003年1月成立以来，在全省爱心人士
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目前拥有13.4万人份志
愿捐献者资料，成功完成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
胞捐献826例，捐献总人数连续7年领跑全国。
其中，省会郑州捐献达292例，捐献人数位居全
国各省会城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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