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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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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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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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日
至 2020年 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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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至
2020年 7月 8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

2020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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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出〔2020〕23号（网）地块缴

款期限为出让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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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65.871亩, 竞买
人参与竞买时需持有不少于 30%
（19.7613亩）的A券复垦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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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城乡建设局复函要
求，郑政出〔20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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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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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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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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绿色希望停车位”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6月2日，郑州市南阳路第
三小学门口，一批醒目的绿色车
位悄然上线。郑州市交警五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停车位专
为家长接送学生上下学设置，是
郑州首批绿色停车位。“绿色代
表希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所
以我们特意选择了绿色作为希
望车位标线颜色。”位于郑州市
交警五大队辖区内的郑州第九
中学、103和三十一中学、南阳路
第三小学四所学校附近，都施划
了“绿色希望停车位”。

停车难，高峰期停车更难，
高峰期在学校门口停车难上加

难。针对学校门口的交通乱象，
不仅家长感到心烦意乱，学校
也一筹莫展。虽然很多学校都
动员老师或者家长维持秩序，
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大
多数接送孩子的车辆根本找不
到落脚之地。

很多学校周边都是历史悠
久的高峰期“堵点”，虽然饱受
诟病，却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为此，相关部门也曾付出过努
力，在学校周边增设停车位，就
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然而，
新增的车位未必能分配给接送
孩子的家长使用，因为接送孩
子的家长只是临时停车需求，

在此之前，其他车辆往往捷足
先登。家长的停车需求虽然只
有短短一二十分钟，但却是不
折不扣的“刚需”，一眨眼的工
夫就“吃”罚单，不仅显得有点

“残忍”，而且也未必能解决实
际问题。

在此背景中，“绿色希望停
车位”无疑使人看到了“希望”。
由于这些只是临时停车位，因此
既可以在高峰期物尽其用，也可
以在高峰期过后还路于民，不至
于过多占据道路资源。与此同
时，因为这些是专属车位，也可
以避免其他车辆“鸠占鹊巢”，从
而将有限的车位资源用在缓解
拥堵的“刀刃”上。

随着“绿色希望停车位”的
设置，确保“专位专用”当成为下
一步工作的重点。除了扩大宣传
力度，加强道路执法之外，还有
必要引导接送孩子的家长有序
候位停车——相比起庞大的停
车需求，“绿色希望停车位”显然
无法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停车需
求，规范有序的排队等候流程必
不可少，这也是“绿色希望停车
位”能否起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所
在。

在为“绿色希望停车位”叫
好的同时，不仅希望这种治堵思
路能推而广之，而且希望这种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能覆盖
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

“绿色希望停车位”预示着治堵“希望”

豫直播

大河财立方

大河客户端

□赵志疆

进入夏季，全国多地迎来高
温天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28省份公布了高温津贴标准。这
28个省份中，高温津贴分为按月、
按天和按小时发放三类。

炎炎烈日下，交警、环卫工、
建筑工人、快递小哥等劳动者，仍
然要顶着酷暑在工作岗位上挥汗
如雨。如何保护劳动者在高温天
气下的生命健康权益，为特殊岗
位上的劳动者提供合理的利益补

偿，不仅关乎劳动者权益，而且关
乎城市的人文关怀底色。

早在2012年，人社部等四部
门就制定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根据规定，如果遇到用人单
位不发高温津贴的情况，劳动者
可以先向企业工会反映情况，工
会组织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维
权，用人单位应当及时改正。如果
用人单位拒不改正，工会组织应
当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对
处理结果进行监督。如果所在企
业没有工会，劳动者也可以向劳

动监察部门举报，向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诉，还可以拨打全国
人社系统的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不过，这一系列维权手段都
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劳动
者主动提出维权申请。问题是，劳
动者在面对用人单位时天然处于
弱势地位，即使用人单位克扣高
温津贴，多数劳动者也只是“自认
倒霉”，很少有人愿意因此而“得
罪”用人单位。基于此，要想保障高
温津贴不打折扣，工会组织和劳
动监察部门首先就要改变坐等上

门维权的传统模式，主动出击、积
极履职，深入一线为劳动者撑腰
打气、排忧解难。

实际上，高温津贴本身就是
高温天气下特殊的“岗位津贴”，如
果高温津贴能够被纳入工资统
筹，用人单位自然不能再颐指气
使“予取予夺”。与此同时，纳入工
资也意味着高温津贴的调整步入
了“快车道”，与工资建立联动机制
之后，高温津贴更容易实现稳步
增长，而不再只是“原地踏步”。

高温津贴如何才能“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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