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经开国土交易告字〔2020〕1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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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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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1日至2020年1
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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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至2020年2月13
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
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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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1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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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36.044亩，郑政经开出
〔2019〕023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38.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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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
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郑政经
开出〔2019〕022、23号（网）地块可不采用装
配式建筑技术建设，具体控制指标详见装配
式建筑控制指标意见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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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

大街与经南三路交叉口国龙商务1310室
联系电话：0371-66780991
联 系 人：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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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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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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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越与人共享,它的价值越增加”。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
位向公众开放，切合了民生之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难的现象。内
部停车位对外开放，其实也是公众的权利，政府部门内部停车位属于公共
资源，属公众所有，在春节期间，把空余的车位调剂出来向公众开放，方便
市民停车，既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得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机关单位缓解停车难从自己做起，起到了表率作用，将极大地调动全
社会的积极性，除了缓解停车难，还有助于推动当地城市管理水平乃至文
明城市的建设。而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政府部门急群众所急、想
群众所想的为民情怀和亲民作风，有助于拉近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
商城此举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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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简单！春节他们免费开放停车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汪星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实习生 张美君 常宽

2019年河南704人
因骚扰110被刑拘

腊月二十四至正月十五，商城县城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接纳”外来车

本报讯 昨天下午，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信阳
市商城县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指挥部获悉，新春佳节
将至，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
乡过节，城区车辆行人剧增，
城区“停车难”现象明显，为
方便市民出行，有效缓解春
节期间城区交通拥堵情况，
根据商城县委、县政府决定
开放城区部分中心学校、公
共广场、机关单位等作为停
车场，免费临时停放社会小
型汽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了解到，停车场免费开放

的学校及公共场所为商城县
一中、县二中、县三中、县一
小、县二小、县三小、县四小、
县五小、县八小、县关爱幼儿
园、县迎春台幼儿园、文体广
场；开放时间为1月18 日-2
月 8日（农历腊月二十四至
正月十五）。停车场免费开
放的机关单位为商城县委县
政府机关（前院）、县司法局、
县农机局、县住房城乡建设
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供电公
司、县水利局、县民政局等城
区主干道所有机关单位，开放
时间为1月24日~1月31日
（农历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七）。

据悉，所有提供临时停
放点的单位在确保本单位安
全的情况下做好临时停放车
辆的安全管理，并在临时停
放点显要位置摆放临时停放
引导标识牌(城区中心小学及
幼儿园由县教体局负责通
知)。倡导城区内各单位公
职人员绿色通行，选择自行
车、电动车或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各职能部门要积极引
导社会车辆有序停放，限高
值守人员引导非民生物资大
货车到二环路大货车停车场
免费停放，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优质服务。

110是求助号、救命号，切勿视之儿戏

本报讯 1月10日，是全
国第34个“110宣传日”，河南
省公安厅按照公安部统一部
署，在全省开展主题为“不忘
初心110，共建共治享安宁”
的宣传活动。2019年在我省
依法办理骚扰 110案件 268
起，704人被刑拘。

110报警平台是全社会
的公共资源，主要受理刑事案
件、治安案（事）件、治安灾害
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群众急
难危重险紧急求助，以及其他
需要公安机关处置的与违法
犯罪有关的报警等。但目前
各地110均不同程度地受到
无效报警、重复报警、恶意骚
扰报警等困扰，严重浪费了
110有限资源，影响了110工
作的正常开展，也严重占用了
真正需要紧急报警群众的生
命救助通道。

2019年，全省公安机关
依法办理骚扰 110案件 268

起、妨碍民警执行公务案件
1252起，刑事拘留704人、治
安拘留1250人。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年，河南公安机关将
主动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
110的新期待，全面推动全省
110接处警工作提档升级。

相关数据：
1.2019年，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警
2557.5 万起，其中有效警情
627.5 万起，刑事类警情 22.9
万起，治安类警情60.29万起，
社会联动警情256.91万起。

2.2019年，各级公安机关
110出动警力963.4万人次，通
过调度指挥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员 11 万余人次，紧
急救助群众 156.4 万人次，为
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3200
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