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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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东新
区白沙区域郑政东出〔20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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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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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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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政府储备土
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
条件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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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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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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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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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国有建设用
地（住宅）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
综合房价实施细则》（郑东文〔2017〕24
号）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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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至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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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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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20年8月20日至2020
年9月3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20年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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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出让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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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东龙
大厦）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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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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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
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
实施细则》（郑东文〔2017〕24 号）执
行。该宗地土地出让金按照分期方式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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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文件。

（四）郑政东出〔2020〕24号（网）宗
地需使用复垦券A券面积37.916亩，
土地竞买人参与该宗土地竞拍需持有
复垦券不少于该宗地需使用复垦券A
券面积的30%（11.3748亩）；待土地出

让成交后，竞得人及时到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
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五）该宗地系郑东新区白沙镇雁
鸣社区配套开发用地，该地块享受城
中村改造及合村并城的相关优惠政
策，在该宗地出让公告期间，参与竞买
的单位和个人原则上应是参与（郑东
新区白沙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城中
村改造、合村并城（镇、点）的单位，需
提供郑东新区城镇办出具的审核符合
准入意见，作为竞买企业竞得土地后
置审核要件之一。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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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要求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建设环保局关于征求郑东测字（2018）
第18056号宗地装配式建筑控制指标
意见的复函》，该宗地可不采用装配式
建筑技术建设。

（七）该宗地人防意见按照《郑州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郑东测字（2018）
第18056号宗地出让的意见》（郑人防
设字〔2019〕第162号）执行。

七、联系方式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

员会（东龙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371-67179410
联 系 人：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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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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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
“六保”
看河南

百里沿黄生态长廊美如画

三门峡造十万亩生态梯田助农增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文图

本报讯 保护好更要发展
好，这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共识，也是“六稳”“六保”的
另一个关键命题。

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
经委第五次会议强调，要支持
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构建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沿黄河
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

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
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位于三门峡黄河流域附近
的高庙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7月21日，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三门
峡市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实现规

模化管理后，附近村民的土地
被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承包，
集中力量打造高标准梯田。

不仅如此，除了出租土地
的收入超过以往自己耕种的收
入外，三门峡市山水林田湖草
项目还为村民们提供了很多岗
位。“参与到项目建设中的村
民，每天收益可以超过一百元，

高峰时期我们能提供接近三百
个岗位给村民。”三门峡市湖滨
区高庙乡主任科员张晓冰说。

据悉，三门峡市山水林田
湖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0万亩生态梯田，项目一期计
划投资5亿元，规划面积2万
亩，包括1.6万亩高标准生态梯
田（包括油葵油菜轮作梯田1
万亩、特色林果4000亩、中药
材 2000亩）和大禹文化公园
（2600亩）、沟西矿区生态治理
（一期治理1400亩）。

在三门峡黄河流域（湖滨
区段），得益于山水林田湖草综
合治理、沿黄绿色廊道建设等
项目的推进，这里正焕发出新
的生机，宜人的景色同样吸引
了不少游客。

事实上，受新冠肺炎疫情
等因素影响，上述项目正式开
工仅仅三个月。在短短的时间
内，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

沿着黄河规划，在原来防护堤
坝道路和乡村农耕道路基础
上，通过加固提升道路，绿化美
化沿途景观，治理入河支流，沿
着黄河这条主线，把湿地串起
来，把中心城区与乡村串起来，
把三门峡黄河文化元素串起
来，让黄河融入城市的发展，让
绿色生态成为母亲河的裙摆。

“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改善
沿黄生态环境，切实提升生态
治理水平，有力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进一步筑牢沿黄生态安
全屏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奠
定扎实基础。”三门峡市湖滨区
相关负责人说。

三门峡集中力量打造高标准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