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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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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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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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村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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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0日
至2020年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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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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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金缴款期限
及方式按照挂牌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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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44.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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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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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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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

编号

郑政出
〔2020〕
21号（网）

郑政出
〔2020〕
22号（网）

土地
位置

振兴东
路东、金
沙江路
北

振兴路
西、金沙
江路北

使用权
面积
（㎡）

61204.78

299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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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1＜，
＜3.6

1.1＜，
＜3.6

建筑
密度
(％)

＜
20

＜
20

建筑
高度
(米)

＜
100

＜
100

绿地率
(％)

＞
35

＞
35

投资总额
(万元)

≥
171623.14

≥
82579.86

起始价
（万元）

77239

37587

熔断价
（万元）

116039

56387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154478

7517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5448

7520

出让
年限
(年)

70
(50）

70
（50）

开
发
程
度

七
通
一
平

七
通
一
平

看点
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唐鼎

AⅠ·07河南青年说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
今日人物：牛犇>>“把群众的事儿当成家事儿来办，让群众少跑路，快办事儿。”

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规
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
自愿登记指纹信息。可是，如
果指纹无法登记，办证就成了
一个不小的难题。5月18日，
南阳市民仝女士带着自己的
女儿，第三次来到镇平石佛寺
为正上初三的女儿办理身份
证。前两次都因为女儿的指纹

无法录入，办证没有成功。得
到消息的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刚好在镇平参加南阳
（云）玉雕节，节会间隙，记者
陪同仝女士母女二人前往石
佛寺行政服务中心户籍审批
室。在办证民警的帮助下，终
于为仝女士的女儿成功申办
了身份证。

仝女士告诉记者，以前女
儿年龄小，加上平时也没什么
用，一直没给女儿办身份证。今
年女儿已经上了初中三年级，
要参加中招考试，必须要用身
份证办理准考证。刚开始，仝女
士也没当回事，觉得到公安部
门申办一下就完事了。可是，一
到户籍审批室，女儿的指纹怎
么也录不上。无奈之下，仝女士
依据朋友的建议，寻医问药，帮
助女儿能在办身份证时录上指
纹。可惜的是，吃了近3000元
的药，女儿第二次办证还是无
法录上指纹。今年新冠疫情相
对稳定后，上初三的女儿也开
学上课了，可是身份证的问题
成了仝女士的一个心病。5月
18日，带着一线希望，仝女士
让女儿请了半天假，到镇平石
佛寺第三次办理身份证。

当天，在石佛寺行政服务
中心户籍审批室，记者看到，当
仝女士急切地说明女儿的情况
后，热心的户籍民警为仝女士
的女儿录了近半个小时的指
纹，还是无法通过录入。记者发
现，仝女士的女儿的手指并非
完全没有纹路，而是较之常人
指肚比较光滑，纹路较少，所以
系统无法进行有效判定。让人

感动的是，为了成功录入指纹，
一名女警盯着电脑，另一名女
警走出柜台手把手地帮助仝女
士的女儿录指纹，可惜的是，忙
活了半天，还是没有成功。最
后，户籍审批室的马姓警官与
其他几位民警商议后，决定写
出详细说明，向上级部门申请
报批，不多久，申报获批。仝女
士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同
时，为了不影响仝女士女儿的
日常生活学习，户籍审批室民
警现场为小姑娘办了临时身份
证，陪同前来办证的仝女士的
朋友王先生调侃小姑娘说：“现
在你终于也是有身份——证的
人了。”

走出户籍审批室，仝女士
一再向办证民警表示感谢，马
警官告诉记者，像小姑娘的这
种指纹无法录入的情况，概率
很小，基本上在万分之五左右，
鉴于考试等特殊情况，经情况
说明申报，半个月后，小姑娘就
能拿到正式身份证。

5月19日，记者通过南阳
市公安局户证处牛犇警官了解
到，像仝女士女儿的这种情况，
办证民警需要根据调查结果写
出详细备注才能为居民办理身
份证，之前所谓的录掌纹、脚

纹，目前的办证系统是不支持
的。

无指纹或指纹不全的原因
是什么？记者通过网络查询发
现，一种是先天性的，完全没有
指纹。美国的一份资料说，迄今
已知全世界大约有20个人是

“无指纹的人”，其中有15人在
日本，有5人在美国。在美国的
这5个无指纹的人，刚好是一
家人，他们的手指皮肤都是光
溜溜的，上面一丝纹路都没有。
据说这种无指纹的人相当耐
寒。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的研
究人员发现，导致无指纹的两
种综合征纳尔格利综合征和网
状色素性皮病是由角蛋白14
发生缺陷而引起的。这种缺陷
导致身体给皮肤外层细胞做上
了死亡的记号，结果，患有这种
疾病的人就没有指纹了，而且
他们也无法正常排汗，还会出
现其他许多症状。

其他无指纹或指纹不全的
原因，还有肢体缺失或劳动中
造成指纹严重磨损，肢体缺失
的办证过程中，仍然需要民警
作出备注才能处理。而那些因
劳动磨损或缺乏微量元素导致
指纹不全的人，可以通过休息
或服用药物恢复。

少女“无指纹”特别 办身份证也特别
南阳镇平民警为“无指纹”少女申办身份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文图

一名女警走出柜台手把手地帮助仝女士的女儿录指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