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新郑市国
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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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并于 2018年 2

月24日至2018年 3月15日 16时，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的国土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xzggzy.
cn/xzjyzx/）或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网站的国土网上交易系
统（http://gtjy.zzland.gov.cn），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
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18
年3月6日9时至2018年3月19日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明》之后的2个工作日

内，携带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的，
系统自动转入5分钟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3.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

4.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出让公告规定的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
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郑市中兴路与

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6268107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司先生 孟先生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3日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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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5号

宗地编号

郑政新郑出

（2018）3号

（网）

土地

位置

龙湖镇郑新路

东侧、新老107

连接线辅道南

侧

界 址

东至：规划路；

西至：郑新路；

南至；政府储备地；

北至：新老107连接线辅道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9685.04

土地

用途

二类居

住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

通讯、通供

水、通排水、

土地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0、

小于等于

2.5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

28%

绿地率

大于等

于30%

出让年限

（年）

70

起始价

（万元）

40289

竞买保

证金（万

元）

40289

想获取更多动态资讯、前沿技术、

保健科普等新闻信息，可关注河南省

人 民 医 院 微 信 公 众 号（微 信 号 ：

HNFYSY1904）；若需其他服务可拨

打“96195”省医 24小时综合服务热

线，预约挂号、紧急救援、双向转诊等

服务伴你行。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在我国 65岁以上人群的
患病率为1700/10万，并且发病率随年
龄增长而升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该病主要由于分泌多巴胺
的黑质致密部病变，其分泌的多巴胺递
质减少，从而出现静止性震颤、肌强直、
运动迟缓和姿势平衡障碍等运动症状，
以及嗅觉减退、睡眠障碍、便秘和抑郁
等非运动症状。

药物在帕金森病的治疗中贯穿始
终。但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疗效逐
渐衰退，副作用逐步显现。脑深部电刺
激术(DBS)在我国使用至今已20年，通
过植入“脑起搏器”极大地改善了帕金
森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不是所有帕
金森患者都可以接受手术，并被彻底治
愈呢？本文通过以下几个问题使大家

对DBS手术有个初步了解。
一、是否所有的帕金森病患者都可

以选择DBS手术？
欲接受 DBS手术的患者，需要同

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由专业的神经
科医生进行诊断，确诊为原发性帕金森
病；或遗传型、基因型帕金森病，但对复
方多巴类药物反应良好。2.病程在5年
以上；或病程在 3年以上，但震颤症状
控制不佳，患者有强烈的治疗愿望。3.
年龄不超过 75岁，但评估后认为可以
通过手术明显获益的，如严重震颤的患
者，可以放宽至 80岁。4.已经进行了
最佳的药物治疗，曾经对复方左旋多巴
有良好的疗效，但目前症状控制不佳，
出现了运动波动或异动症，或已不能耐
受逐渐增加的药物副作用。5.专业的
神经科医生评估后认为病情严重（达到

关期Hoehn-Yahr 2.5～4 期）。
二、哪些患者不适合接受DBS手术？
即使满足上述条件，但存在以下情

况者仍不适宜手术。1.有明显的认知功
能障碍如痴呆，且此认知障碍足以影响
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如社交、工作和药
物服用等)；2.严重(难治性)的抑郁、焦虑、
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类疾病；3.明显医学共
存疾病，如严重的心脑血管疾患及其他
足以危及生命的基础疾病，手术可能会
加重此类疾病而致死。前两个条件着眼
于手术效益，后一个条件着重于手术风
险。以上三个条件都会导致手术的风险
效益比过高，从而不能使患者受益。

三、DBS手术是否可以改善帕金
森病患者的所有症状？

DBS手术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运
动症状，对肢体震颤和（或）肌强直有很

好的疗效。以此类症状为主的患者术
后可以得到“新生”，生活自理，甚至重
返工作岗位。但对躯体性“中轴”症状
如姿势平衡障碍则无明显疗效，可以通
过康复锻炼等尽量改善。对于非运动
症状如睡眠障碍、感觉障碍等疗效不肯
定，目前多通过药物控制。

四、DBS手术是否可以治愈帕金
森病？

目前，帕金森病尚无治愈的办法。
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早期接受
DBS手术，不仅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延缓疾病
的进展。也就是说，DBS手术不仅延
长了患者的生命，同时使患者有质量的
生存时间大大增加。

五、术后是否可以停止药物治疗？
DBS 手术与药物的作用机制不

同，因此这两种方法并无冲突之处，可
以互为补充。患者接受DBS治疗后其
用药原则与术前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术后用药初始同术前，根据患者的反应
调整用药，以最小有效剂量控制患者的
运动症状。开机 1个月内即可减少服
药的数量及种类，多数患者在术后3个
月至半年开始进行药物调整，最终可以
减少30%-70%的用量。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梁 庆 华 ，河
南省人民医院功
能 神 经 外 科 主
任 ，神 经 外 科 主
任 医 师 ，河 南 省
医学会神经外科
分会常委。1998
年武汉大学研究

生毕业，曾在德国 Greifswald 大学医学
院研修。从事神经外科工作 10 余年
来，独立或协助完成大小手术数千例，
能够熟练操作颅底肿瘤、脑血管病、脊
髓肿瘤等疑难手术。在省内率先开展
规范化的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的微
创减压手术，手术例数已过 1500例，效
果及安全性良好。擅长帕金森病的
DBS 手术、难治性癫痫的外科手术、垂
体瘤、脑膜瘤、胶质瘤的手术治疗。先
后 在 Acta Neurochirurgica、中 华 显 微
外科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华外
科杂志等国际、国家级学术杂志上发
表论文 30余篇，获得省级科研立项、厅
级科技成果多项，拥有个人专利 1项。

专家名片正确认识DBS手术在帕金森病治疗中的作用
□河南省人民医院 梁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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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12日，
记者从郑州机场获悉，2月 1日至10
日，郑州机场进出港航班达 6300余
架次，较去年春运增长18%；累计发
送旅客 80余万人次，在中部地区机
场中名列第一。

今年春运以来，郑州机场航班量
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其中2月10日
为高峰日，单日进出港航班 654 架
次、旅客吞吐量达 86416人次，均创

郑州机场通航20年来新高。
在目前高密度航班运行的情况

下，郑州机场要求，春运尤其是春节
期间，郑州机场净空保护区（即现有
两条跑道中心两侧各 10公里、跑道
端外 20公里组成的矩形区域范围）
内，禁放风筝、孔明灯、无人机、气球
等升空物体，公安部门将对违法者依
法严惩，民众可及时拨打110举报违
法违规者。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2月12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
该厅和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日
前联合发出通知，春节前后在全省开
展2018年“春风行动”。活动主题为

“促进转移就业 支持返乡创业 助力增
收脱贫”，服务对象为有就业创业意愿
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有返乡下乡创业意愿的各类人
员、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

本次活动在就业服务方面，既有
多种形式的现场招聘活动，也有微信
推送、远程招聘等线上服务；在技能
培训方面，将开发一批有针对性的培
训专业和课程，帮助农村劳动力提升

就业创业能力；在权益维护方面，将
重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法律意识、风
险防范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并对用
人单位加强用工指导。此外，还将继
续聚焦就业扶贫，重点指导帮助贫困
县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引导贫困劳
动力在当地和省内就业。

据了解，今年全省各地结合本地
实际，从 1月底开始，鹤壁、南阳、商
丘、信阳、兰考、邓州、固始、鹿邑等地

“春风行动”陆续启动，已举办专场招
聘会28场次，提供就业岗位7.3万多
个。全省各地“春风行动”活动期间
将举办专场招聘会 1500多场次，提
供130多万个就业岗位。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2月 12日，
记者获悉，为充分运用郑少高速资
源，促进郑州市、新密市、登封市经济
社会一体化，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快
捷、安全出行条件，省交通运输厅与
郑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郑州籍
小型客车行驶郑少高速公路通行费
缴纳问题的合作协议》，明确自2018
年2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七）零时起，
豫A牌照小型客车行驶郑少高速公
路时免收车主通行费。

为提高高速路出入口通行效率，
2018年2月22日零时至2018年4月
30日24时作为过渡期，在此期间，豫
A牌照的小型客车（7座及以下），在

郑少高速公路区间内行驶，均免收车
主通行费；2018年 5月 1日零时后，
拟只对安装ETC设备或持有ETC非
现金支付卡的豫A牌照小型客车实
施免费政策（如有其他先进支付方式
除外）。免费通行的郑少高速含7个
收费站，分别是：郑州西南收费站、新
密收费站、新密北收费站、新密西收
费站、唐庄收费站、登封东收费站、登
封西收费站。

为方便市民便捷出行，郑少高速
免费政策与郑州绕城高速免费政策相
互融通，豫A牌照的小型客车在郑少
高速公路和绕城高速公路免费路段区
间内行驶，均可享受免费政策。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 陈学桦）2月
11日上午10点，郑州客运北站、东站
和中心站以及焦作市汽车客运总站
发往山西晋城的省际公交班线同时
发车，标志着郑州至晋城、焦作至晋
城的省际公交班线正式开通。该公
交班线将有力服务两地百姓出游。

据介绍，从农历腊月二十六到正

月十五，旅客可到郑州客运北站、东
站和中心站免费乘坐豪华大巴到晋
城。之后，郑州至晋城班线将全面实
行全年法定节假日及周六周日免费、
工作日单程票价20元的优惠，晋城发
往郑州的班线也同时开通。

“春节期间，郑州市民可以到晋
城体验传统的‘山西年’，品味山西美

食；而郑州的少林寺、嵩山、嵩阳书院
等景区，也会吸引大批晋城的游客来
感受中原文化的魅力。”郑州交通运
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郑州至晋城省际公交班线采用45
到 55座豪华大巴车型，全程高速，运
行时间最快2.5个小时。

记者从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获

悉，焦运集团与山西汽运集团各投入
10 台 45 座豪华大巴，每日 6:30 至
21：00，平均每半小时一班循环发车，
单程运行时间1.5小时。

焦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即日起至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
双休日和节假日乘坐焦晋城际公交
免费，工作日单程票价为10元。”③5

就业春风吹过来

130多万个岗位助您返乡就业

2月22日零时起

豫A牌照小客车行驶郑少高速免费

豫晋三市开通省际公交
法定节假日及双休日免费

春运前10天

郑州机场发送旅客
80余万人次

2月 12日，在C2952次列车上，郑州客运段高铁三队职工和旅客互
动。在今年春运中，郑州客运段在156对列车上提供温馨服务，把车厢装
扮一新，使旅客感受到浓浓的年味。⑨3 王铮 张芳 摄

□本报记者 栾姗

一颗产自智利的车厘子，来到中
国人的水果盘里，需要多长时间？答
案是，不超过48小时。

当地时间 2月 10日 6时，卢森堡
芬德尔国际机场。

“你好，约翰，我需要1000箱车厘
子。”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销售总
监艾瑞克·艾巴彻最近有点忙，频频拨
打电话给智利供货商，调拨南美的新
鲜水果供应中国市场。

“每周卢货航有16班定期航班飞
往新郑机场。临近中国春节，车厘子
卖得特别好，这趟货 3小时后就要运
出。”艾瑞克·艾巴彻说。

2月 11 日 3时，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
郑州与卢森堡的时差是7个小时，

经过11小时的长途跋涉后，一架喷涂
有卢森堡货航标识的波音 747-8F全
货运班机抵达新郑机场，经海关、检验
检疫部门1小时的快速查验后，挂着露
珠的智利车厘子直接摆上了河南航投
跨境E贸易展示中心的柜台。

智利车厘子12小时直达郑州。这
得益于2014年 1月14日，河南民航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欧洲最大的
全货运航空公司——卢森堡国际货运
航空公司 35%的股份，架起郑州至卢
森堡“空中丝绸之路”，构建“一点连三
洲、一线串欧美”的全球航空货运网
络，来自欧洲、美洲的生鲜食品可快速
直达郑州。

信阳市航投臻品双向跨境E贸易
进口保税商店，吴艳敏正推着购物车
买年货，家中除了松子、山核桃等坚果
炒货以及香肠腊肉等传统年货外，她
又来这里购置了些“洋年货”，首选的
就是刚刚从郑州运来的车厘子。

智利车厘子24小时到信阳。这得
益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
叠加效应，一般贸易、跨境E贸易及保
税展示交易三种供应链模式全省复制
推广，“洋年货”同样装点着中小城市
的“新年果盘”。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K11购物
艺术中心，丁俊伟手里拎着4个包，坐
在休闲区的椅子上休息。“店员说是昨
天凌晨刚从郑州运过来的新鲜货，我

一下子就买了2箱，孩子们过年回家就
喜欢吃车厘子。”

智利车厘子 48小时到上海。这
得益于郑州机场国际物流多式联运
体系，近六成的智利车厘子由郑州
机场口岸进境，再通过“卡车航班”
分拨全国各地，不仅支撑郑州成为
全国最大的空运进口水果集散地和
分拨中心，也助推航空货运的“郑州
价格”成为影响全国航空货运市场
的“风向标”。

省发改委副主任王红说，我省正
在争取国家空铁快件联运试点，届时
郑卢“空中丝路”与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将形成“连天接地”新动能，一颗车厘
子“全球—河南—全国各地”的旅行时
间还会大幅缩短。③4

一颗车厘子的48小时旅行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12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目
前，我省已完成 18个省辖市所有公
交车辆的“一卡通”机具改造，共改造
两万多台；发行交通一卡通“轩辕通”
卡33.7万张，并实现在全省城区公共
交通的大范围应用。

据介绍，“轩辕通”卡去年9月底
实现与全国互联互通，如今，所有机
具改造完成后，手持“轩辕通”卡，就
可以在全省18个省辖市、全国200多
个城市公共交通设备上通刷通用，靠
一张卡实现跨交通方式、跨地域的无
缝换乘和连乘。我省也是继江苏、吉
林之后，全国第三个实现所有省辖市

“轩辕通”卡互联互通的省份，联通城
市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使用交通一
卡通“轩辕通”卡刷卡交易 899.1 万
笔，其中异地交易3.08万笔。

我省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交通一
卡通二维码移动支付应用——“轩辕
通”手机APP，用户可自行下载激活，
未来可实现无卡化支付、信用支付。
按照计划，这项功能将于今年上半年
在全省公共交通领域实现广泛应用。

除了扫码乘车，“轩辕通”手机
APP还具备地图查询功能，用户只需
输入目的地，系统将自动规划优选乘
车方案，并可随时随地查询公交车到
达本站的距离和预估到站时间。“轩
辕通”卡还将与银行合作，实现城市
旅游、医疗、水电气、有线电视等领域
代缴费服务。③5

“轩辕通”卡实现全省通刷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