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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高国土交易告字〔20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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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21〕1号（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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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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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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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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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公告时间为:2021年 1月 13日至
2021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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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gzy.zheng
zh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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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3日至2021年
2月22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2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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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
建局土地利用科办公室进行后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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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二）郑政高出〔2021〕1号（网）地块
缴款期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签订之日10个工作日内。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对
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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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郑政高出〔2021〕1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A券85.519亩，土地竞买

人参与该宗地土地竞拍需持有A类复

垦券不少于该宗地需使用复垦券面积的

30%（25.6557亩）。

七、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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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土地利用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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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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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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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邢台、廊坊全域
目前，河北石家

庄、邢台、廊坊全域实
行封闭管理，河北廊
坊、霸州、三河全市居
民免费核检居家隔离
7天，河北固安全县
客货运全部停运，齐
齐哈尔昂昂溪区实施
封闭管理，山西晋中
进入战时状态。

另外，北京市卫
生健康委1月11日表
示，截至目前，北京已
有超过100万人接受
了新冠疫苗接种。这
次接种的新冠灭活疫
苗，据Ⅲ期临床试验
期中数据，其保护效
力为79.34%，意味
着 79.34% 的受试
者因接种疫苗免于被
感染。保护效力越
高，就有更高比例的
接种者可以免于被感
染，就可以更快更高
效实现群体免疫。

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封闭
79.34％的保护力
意味着什么？

这次接种的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根据Ⅲ期临床试验
期中数据，其保护效力为
79.34%，中和抗体阳转率
为 99.52%。

中和抗体可以通俗地理
解为能够对抗病原体的抗
体，是疫苗起保护作用的基
础。99.52%的中和抗体阳
转率意味着，在接种两针疫
苗的人中，有99.52%的受试
者产生了中和抗体。但是，
产生中和抗体不代表疫苗就
能起到保护作用，还需要抗
体达到有效的浓度，并且由
于个体差异，相同浓度的抗
体对不同人的保护作用可能
也不同。

该灭活疫苗的保护效力
为79.34%，这一数据远高于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不低于
50%的标准。疫苗的保护效
力越高，就可以更快更高效
地实现群体免疫。

Ⅲ期临床试验
为何在国外做？

新冠疫苗的研制需通
过Ⅰ、Ⅱ、Ⅲ期临床试验，我
国首支新冠病毒疫苗，是在
Ⅲ期临床试验期中数据合
格后才获批附条件上市
的。Ⅲ期临床试验必须在
疫区进行，因为有人被感
染，才能证明有人因为接种
疫苗而不被感染，这样才能
证明疫苗的保护力。

由于国内疫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Ⅲ期临床试验只
能到国外才能进行大规模
的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评
价。

灭活疫苗是将体外培
养的新冠病毒进行灭活和
纯化，从而得到的疫苗。被
灭活后的病毒没有致病能
力，但仍然可以刺激机体产

生免疫反应，使体内产生抗
体。灭活疫苗的优势是采用
传统经典的疫苗制备方式，
研发平台成熟、生产工艺稳
定、质量标准可控、保护效果
良好，研发速度快，且易于规
模化生产，具有国际通行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评判标准。

疫苗接种率达到多少
可形成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与疫苗保护效
力、疫苗接种率成正比。传
染病的传染力越强，需要越
高的群体免疫。据专家介
绍，形成群体免疫需要有
66%的人具有抵抗病毒的能
力。但是疫苗的保护率都不
是100%，现在我国批准的第
一个疫苗有约 79%的保护
率，建立66%的群体免疫屏
障，需要接种更多人群。经
测算，需要约85%的人群接
种疫苗，才能形成群体免疫。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90%的新冠病毒一分钟被茶水杀灭，99.9%的新冠病毒十分钟被茶水杀灭。这一说法是
否科学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钟武表示，截至目前，没有体外细胞
水平上、动物体内实验的抗病毒数据或临床试验数据以及剂量关系等完整的循证证据可以
证明，光靠喝茶就能预防或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接种的首支新冠疫苗为
何是灭活疫苗？

村民分批转移
村庄强力消毒

11日上午，有媒体从河北
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获悉，为有
效防控疫情，该区对增村镇12
个村庄2万多名村民全部进行
异地集中隔离观察。

“今天我们村转移，不落一
户不落一人”。1月11日，央视
新闻从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
增村居民处了解到，村民们收
到紧急通知，要求当天全部转
移，“人员撤离后，村内每天要
进行强力消毒”。不过，因为村
民人数较多，11日当天并没有
完成全部转移。

截至发稿时，石家庄市藁
城区全域仍为高风险地区，也
是全国唯一一个高风险地区。
11日石家庄市举行的疫情防控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高风险地区第二轮核酸检测已
经启动，12日启动全市全员第
二轮核酸检测。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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