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热点评论

从郑州市的改革实践看，
实行土地网上招拍挂，可谓好
处多多，值得力挺！

一是减少了土地交易中
报送资料等一系列环节，减少
了企业跑腿次数，提高了工作
效率，方便了企业，有利于营
造尊商、亲商的良好投资环
境；

二是节省了请拍卖师、租
用场地和印刷精美的土地挂
牌纸质文本等成本，有利于建
设节约型政府和节约型社会；

三是扩大了土地招拍挂
竞买者参与范围，远在千里之
外也能在网上参与竞买，有利
于扩大招商引资，大招商、招
大商；

四是有效减少了人为因
素的干预和操纵。网上交易
系统中，竞买人除了看到报价
信息外无从得知其他竞买人
的详细情况，避免了有形市场
中“串标”、“围标”、“劝退”等
现象发生；

五是和现场交易比，竞买
人不受现场激烈竞争氛围的
影响，报价将更趋理性。

最重要的是，土地网上招
拍挂从制度上有效规范了权
力 运 行 ，从 源 头 上 扎 起“ 篱
笆”，让阳光照过来，贪腐之手
伸不进去，确保交易全过程公
平、公开、公正。

毫无疑问，土地网上招拍
挂这一改革创新之举，对全省
土地交易具有示范意义。③6

□郑冠茶

力挺网上招拍挂

土地网上招拍挂交易系统的核心，
是“制度+科技”。

7 月 8 日，记者在郑州市土地交易中
心看到，网上交易流程一目了然——竞
买者可在网上阅读出让信息，观看视频
直观了解土地情况；通过购买数字证书、
交纳竞买保证金，获得竞买资格；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出价、竞价；交易系统以 4
分钟为每次竞价时限，超过时限，系统不
再接受新报价，同时亮出最高报价；网上
成交、资格审核合格后，竞得人可在 3 个
工作日内办理手续，签订《成交确认书》。

据了解，交易过程以系统后台自动
记录的服务器时间为准，保证了同一报
价的唯一性，可有效降低交易中产生的
纠纷。同时，由于竞拍都在网上进行，
竞买人不直接与国土部门人员接触，有
效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人为干扰。

记者登录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官方网
站，可以很方便地在首页查询到竞买地块
的完整信息，了解网上交易流程等，点击
网页中央的网上交易系统入口，记者无需
登录即可进入土地交易系统。系统网页
导航显示全部公告、正在公告、正在竞价、

结果公示、补充公告、文件下载及系统帮
助等。

据介绍，在设计网上招拍挂和制定
网上招拍挂规则之初，纪检监察部门就
参与进来，将监督程序纳入到招拍挂的
全过程，为建立和规范土地市场，实施

“阳光工程”，防止暗箱操作，提供了必
要的制度保障。同时还配合职能部门
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比如土地网上交
易管理办法、监督办法、交易规则；加强
内部制度建设，制定部门职责、工作人
员守则、安全保密制度等。

规范流程 防止暗箱操作.2

创新举措 推进源头治腐1.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承担着土地、矿

产等重要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管理任务，
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也是权力相
对集中、容易滋生和引发腐败的重点领
域之一。

郑州市对这一特殊领域的工作高度
重视。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
郑州市市长马懿多次指示，要求创新举
措，加强土地交易市场建设，确保从源头
防止腐败。郑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郭锝
昌要求纪检监察系统深入一线，查找制度

漏洞和缺陷，以改革创新精神，完善各项
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推进源头治腐。

为此，郑州市先后推出一系列创新举
措规范土地交易。据统计，郑州市执行土
地招拍挂制度以来，坚持依法依规将各项
制度落到实处，每年通过招拍挂出让的土
地数量，均呈递增态势，土地出让金收入
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也逐年增高。

新形势下，郑州市源头治腐创新不停
步，按照“制度防腐、科技防腐、程序防腐”
的思路，适应当前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

需求，提出建立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支撑的
网上交易平台，将全市商业项目和住宅项
目的土地出让统一纳入网上交易，并建立
了完善的在互联网上竞拍土地的规则。

“郑州是全省第一个实行土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的城市。”郑州市土地交易中
心负责人说。实施网上交易以来，依据

《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郑州市共有 6 宗
土地采取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成交面
积 344.62亩，成交金额 235605万元。

与以往的传统交易模式不同，网上
交易全过程公开透明，确保了土地交易
公平、公正。

经历了第一次网上交易的一位竞拍
人说：“竞拍过程信息及时公开、交易安
全高效、数据实时监督。不仅让人放心，
也方便了很多，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他
谈到，以往参加现场拍卖土地，房企先要
到市土地交易中心了解地块相关情况，
拿文件。测算完土地开发成本，又要到
该中心登记，递交资料。如果资料不全，
还要回去补充。等资料准备齐全，再到
银行拿账号，交纳保证金。拍卖土地时

还要到现场。整个流程走下来，往返要
跑十几趟。改成网拍后，只要跑两趟就
够了。

有企业代表还表示：“网上交易平台
上有完整的竞价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参考。因为没有干扰，每次出价前
都会冷静分析。”

郑州市国土局人士表示，网上交易
平台扩大了土地招拍挂竞买者参与范
围，竞买者即使身在外地，无需来回奔波
就能在网上参与竞买，而网上交易系统
中，竞买人除了看到报价信息外无从得
知其他竞买人的详细情况，有效减少了

人为因素的干预和操纵，避免了有形市
场出现的“串标”、“围标”、“劝退”等现
象，确保交易公平、公开、公正，竞买人也
因不受现场激烈竞争氛围的影响，报价
更趋理性。

郑州市监察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作为郑州市惩防体系建设中的一项
重要举措，国有土地网上交易有着重要
的作用。下一步，郑州市将围绕实现公
共资源网上交易的目标，加快推进全市
统一的网上交易系统建设，打造先进的
国土资源、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公共资
源网上交易平台。③6

网上交易 凸显公平公正.3

7 月 2 日，郑州市一块住宅用地在网上挂牌交易，经过 200 多轮的竞拍加价，最终这一地块以高

出底价每亩近百万元的价格成交。这是我省住宅用地首次实施网上招拍挂。其成功举行，标志着

郑州市打造省内最先进、最有影响力的国土资源交易平台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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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检
察院争创全国文
明单位场景。

本报通讯员
孟东 摄

本报讯（记者何可）7 月 2 日，在紫荆
山路与东西大街“黄金十字”西北角中原
珠宝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大批来自各
地的珠宝采购商云集这里集中采购。

依托区位优势，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管城区汇集中原珠宝城、裕鸿花园珠宝城
和兴达国贸珠宝大厦，已经聚集了 160 多
家知名珠宝企业，拥有 170 多个著名品牌，
年交易量达到 200 吨，年交易额突破 150
亿元，业务涵盖黄金、铂金、K 金、珠宝、翡
翠、玉石、镶嵌、首饰包装、珠宝检测、珠宝
设计等多个领域，客户辐射到山东、山西、
陕西等多个省、自治区，已经具备了打造黄
金珠宝生产、加工交易中心的基础和优势。

“我们将按照‘发展黄金珠宝交易与
加工生产基地相结合、与旅游产业相结
合、与传承历史文化相结合、与电子商务
运用相结合、与楼宇经济发展相结合’的
五结合思路，力争打造像深圳水贝、北京
五环一样的全国知名黄金珠宝产业园。”
管城区委书记袁三军说。

黄金珠宝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区商
务局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在“黄金十字”
核心范围内，新增珠宝企业 10 多家，新增
交易中心面积 3 万平方米。位于紫荆山路
与东大街西南角的兴达国贸大厦，业主早
已将招商方向转为黄金珠宝业，大厦的名
字悄然加上了“珠宝”二字，新增珠宝交易
面积近 1.8 万平方米，预计 9 月份全面运
营；河南金如来珠宝有限公司落户福华大

厦，总面积近 5000 平方米，意向入驻商户
30 余家，7 月份开业运营。裕鸿花园 B 座
商业部分被铭心珠宝收购打造铭心珠宝
交易中心，预计 8 月份开业运营。

政策给力促黄金珠宝业提档升级。
业内人士预测，未来几年内，该区域黄金
珠宝年产值将达 500 亿元。河南省珠宝协
会副会长李红钦介绍，管城区历史文化底
蕴丰厚，黄金珠宝企业云集，应促进黄金
珠宝产业提档升级、集群发展。为把已经
形成规模的黄金珠宝产业进一步做强，提
高行业的诚信度，“黄金十字”内设有河南
省金银珠宝检测站、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鉴定中心等多家检测机构。同时，为了提高

“黄金十字”区域的入驻率、注册率、贡献率，
管城区专门设立“黄金珠宝文化产业服务中
心”，推动黄金珠宝产业稳步发展。

为形成市场竞争优势，管城区确立了
打响“黄金珠宝牌”，加速产业升级发展方
针。区里起草了《管城回族区关于支持黄
金珠宝产业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力争用 3 年时间，通过引进品牌销售、黄金
珠宝设计、创意加工、钻石镶嵌等项目的
总部和龙头企业，打造“黄金珠宝总部大
厦、黄金珠宝交易展示中心、黄金珠宝文
化创意产业园”雏形。力争用 5 年时间，培
育一批消费者信任、知名度高的龙头企
业，建立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形成生产、现
货销售、期货交易为一体的交易市场体系，
早日实现黄金珠宝产业化和规模化。③10

本报讯（记者栾姗 通讯员
吴仲怡）7 月 12 日，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工作座谈会在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召开,会上，给建筑垃圾
建“新家”，让其从“废渣”变成“建
材”成了众多部门的呼声。

据悉，目前郑州市正处于经
济稳定增长期，市政道路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的同时，大
批建筑垃圾如何合理处置成为
建筑部门的工作重点与难点。

会议确定，郑州市将在五区
及各开发区分别建设一个面积不
低于 100 亩的建筑垃圾存放点，
同时将现在的 84 家清运公司重
组整合，成立的 23 家清运公司，
每辆清运车安装新的 GPS 定位系

统，以对行车路线进行规划管理。
建筑垃圾不仅将有“新家”，

同时还变废为宝、二次利用。河
南盛天环保再生资源利用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已在郑
州市南部和西部建立了建筑垃
圾综合利用基地，通过先进的

“再生骨料技术”将建筑垃圾变
成了各样的“路面砖”，这些“路
面砖”已经在郑州市各生态廊
道、龙湖镇湖滨大道改造、嵩山
路建设路人行道改造等工程中
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郑州
市将通过努力，力争到 2015 年年
底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50%。③10

本报讯（记者李林）7 月 16
日记者从郑州市公交总公司获
悉，该公司以开门纳谏的方式迎
接郑州市公共交通开通 60 周年。

该公司共组织 30 名市民代
表乘坐 B3 快速公交，参观公司
GPS 智能调度中心、客户中心和
企业文化室，让市民了解 60 年来
郑州公交的发展变化，并围绕公
交发展请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

郑州公交起步于 1954 年，从
当时的 5 辆运营车辆、3 条线路，
发展到现今运营车辆 6176 台、线
路 280 条的规模，基本实现“有路

就有公交车”的目标。今年 6 月，
B3 快速公交开通，郑州成为首个
拥有双环快速公交的城市，为市
民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从小住在二七塔旁边，
亲眼目睹了第一辆公交车的发
车仪式，从此便对郑州公交的发
展极为关注。”市民代表王桂花
说，“郑州公交票价全国最低，60
岁以上的老人乘车免费，学生卡
优惠，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期待未来郑州公交为方
便百姓出行、缓解交通拥堵作出
更大贡献。”③12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韩 心 泽

吴仲怡）“今后的幼教实践中，我
们 将 深 化 全 脑 全 能 的 全 面 优
育。”7 月 15 日，登封世纪星幼教
机构董事长申埸玄这样告诉记
者。

由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工委
等主办，登封世纪星幼教机构承
办的首届河南幼教“五商”素质
教育论坛在登封市举办，北京师
范大学“十佳教师”楚江亭教授、
北京世华智业投资集团董事长
姜岚昕等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和
来自全省各地的 300 多名幼教工

作者一起，探讨在学前教育日趋
规范的大环境下，民办幼儿园如
何形成鲜明的特色，提升园所核
心竞争力；对幼儿开展德商、智
商、情商、健商、胆商五维培养，
为孩子们的成长奠定健全的人
格基础，正成为全省越来越多幼
教从业者的共识。

论坛期间，已发展为昇和文
化教育集团的世纪星幼教机构
还举办了“教育慈善公益晚会”，
申埸玄为贫困幼儿和贫困学子
募得善款 30 多万元，至此，他已
向贫困学子、贫困家庭等捐款
100 多万元。③10

做强做大“黄金十字”
构建黄金珠宝交易中心

▲2013 年，巩
义市检察院被评
为“省一级规范化
档案室”。图为档
案员正在利用触
摸屏从自动旋转
柜中调阅档案。

首届河南“五商”幼教论坛
在登封举办

7 月 8 日，郑州市杜岭街上的纳凉点，不少群众在这里避暑乘
凉，人防办的工作人员还准备有避暑用品和棋牌等娱乐用具，供群
众免费使用。近日，郑州市不少人防纳凉避暑点开放。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公交开门纳谏惠及民生

本报讯（记者何可 通讯员
朱海鑫）7 月 17 日，新密市尖山乡
田种湾村农民张大勇忙着把成
筐的辣椒装箱，他告诉记者：“看
看俺的辣椒，这些可都是经过认
证的绿色食品。”一眼望去，地里
的黄瓜、西红柿等蔬菜长势甚是
喜人。如今，像张大勇这样通过
成立合作社致富的农民在新密
已达 10 万多人。

今年以来，新密市大力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通农民专业
合作社登记绿色通道，最大限度
便捷农民登记。抽调 80 多名专
业技术人员，成立 10 支农技下乡
小分队，分赴全市 18 个乡镇，对
合作社的管理、技术等进行一对
一服务。组织种植、养殖、农具
等专家、技师把培训班开到了田
间地头，现场解答农民碰到的各
种问题。全年开展此类培训 300
多场次，培训农民 1.1 万人次。

在市乡两级政府的大力引
导下，合作社向花卉、精品水果、

特色养殖等高档次经营模式转
变。由于机制灵活，合作社焕发
蓬勃生机。截至目前，全市注册
成立的合作社达到 245 家，建成
国家、省级示范合作社 9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量涌
现，促进土地流转步伐加大，土
地使用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变，
催生了一批名优产品的出现，目
前全市建设了 26 家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基地，认证 58 个无公害农
产品，3 个绿色食品，注册 28 个产
品商标，66 类产品进行统一规范
包装，农产品竞争力大大提高，
农民收入年均增加 10%。农民的
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通过土地流转，农民
从单纯靠种地维生，变为一手收
租金、一手拿工资的“现代农业
产业工人”。拥有土地租金和劳
务工资两项收入，既解决了留守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在家门口
挣到更多的钱，推进了新密农村
经济的快速发展。③10

农民专业合作社
助力新密10万农民增收

管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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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提高建筑垃圾利用率

变废渣为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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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将土地招拍挂“挂”在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