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场年保障起降80万架次以上

年货运吞吐量达到500万吨

机场进出口总值全国领先

年客运吞吐量达到1亿人次

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通达城市
80个以上，
旅客吞吐量
2000万人次以上

航班正常率达到85%以上

◎形成4 小时覆盖全国、20
小时服务全球的机场货运综合
交通体系

◎1 小时轨道交通圈覆盖中原
城市群

2035年，郑州机场啥模样？

文字整理/栾姗 制图/党瑶

战略思路：不只是一件
“更大的衣服”

有人形容，航空运输就像长得特别
快的孩子，修机场就像给孩子做衣服，

“总是做得小，甚至是没怎么穿就小了。”
数据显示：2012~2017年，郑州机

场货邮吞吐量由15.12万吨增长到50.27
万吨，年均增长 27.1%；旅客吞吐量由
1167.36万人次提升到2430万人次，年
均增长 15.8%。而根据《规划》，郑州机
场货运、客运吞吐量将呈现几何级数上
涨态势，这意味着现有的空间无法承担
2025年、2035年巨大的需求。

如何保障“货畅其流、人享其行”的
航空出行服务？《规划》提出，到2025年
郑州机场建成T3航站楼，第三、第四跑
道高效运行，基本形成南、北货运区协
同发展的货运保障体系。然而，T3航
站楼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件“更大的衣

服”，它将成为郑州机场打造引领中部
崛起的新动力源之一。

功能定位：从“引擎”到
“动力源”

国际机场协会（ACI）将机场喻为

“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张长星表

示，“引擎”与“动力源”的内涵不一
样。《规划》将郑州机场提升到“动力
源”的角色，意味着民航业在河南国民
经济中的作用更大了，对于河南的产
业升级、结构调整将起到关键作用。

动力源如何发挥作用？《规划》提
出，提升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服务
能级，以航空物流服务为纽带，积极融
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做大做
强航空偏好型产业集群，形成大枢纽、
大物流、大产业、大都市融合发展格局，
提升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功
能，强化“空中丝绸之路”示范引领作
用，打造高效通达全球主要货运枢纽和
经济体的运输通道。

发展目标：4小时覆盖全
国、20小时服务全球

根据测算，世界货运最短中转衔接
时间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的孟菲斯机
场。“60分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UPS
（联合包裹）的 24小时直达。”UPS亚
太地区全球货运代理总裁杰夫·麦克考
斯廷说。

《规划》提出，郑州机场将成为辐射
全球的国际航空货运（综合）枢纽，航空
货运、客运吞吐量进入全球前列，形成
4小时覆盖全国、20小时服务全球的机
场货运综合交通体系；以轨道交通为核
心的机场客运集疏体系更加完善，1小
时交通圈覆盖中原城市群，旅客出行体
验更加优质便捷。

不仅如此，未来的 T3航站楼从标
准、设计、施工到投入运营的全过程贯
穿“绿色机场”的理念，实现零排放、碳
中和。“未来的郑州机场像是一个崭新
的生命，处处透露着不凡。”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说。③9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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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继今年 3
月“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创演六十周
年”展演活动引起轰动后，7月 9日晚，

“经典大家唱 永远的《朝阳沟》”在河
南广播电视台 8号演播厅上演，再次
致敬这部历久弥新的经典。

本次展演活动是传承经典、共唱
经典的全民盛会，堪称是“明星版”的
《朝阳沟》。当晚的演出，第一代栓保、
银环、银环妈、二大娘的饰演者，著名
老艺术家高洁、王善朴、柳兰芳、杨华
瑞、王翠芬等联袂登台，为观众奉献了
原汁原味的《朝阳沟》。著名歌唱家阎
维文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泽群倾情

加盟、跨界演绎，他们饰演的栓保，成
为本台节目的又一大亮点。此外，豫
剧名家李树建饰演的老支书、汪荃珍
饰演的银环、王惠饰演的栓保娘和孟
祥礼饰演的栓保，均是在《朝阳沟》剧
目中首秀亮相，豫剧名家马兰也重返
久违的《朝阳沟》舞台，诠释贤惠善良
的栓保娘，他们各具风格的唱腔和舞
台表演，令人耳目一新。

据悉，《朝阳沟》创作于 1958 年，
至今已在全国各地演出近5000场，演
员已更替到了第四代。此次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CCTV《空
中剧院》栏目进行了全程录制。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7月9日，武
陟县人民法院对“张文奇涉嫌犯损害商
业信誉罪”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文
奇犯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至此，一
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环保卫士举报企业
污染遭跨省抓捕”事件，真相大白。

据介绍，上海吉康生化技术有限公
司（下文简称“吉康公司”）曾向河南江
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江河
纸业”）供应“结晶紫内酯”（一种用于造
纸工业的化学品，简称“CVL”），后因市
场发生变化，江河纸业转由武陟县智辉
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智辉公司”，
现经整合，注册成立武陟县科美特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CVL）购进该原料。

自 2014年 7月起，吉康公司销售
部工作人员张文奇使用邮寄信件、电话
举报等方式，多次使用虚假身份单独或
伙同他人向各级环保、信访、纪委等部
门反映江河纸业存在所谓环境污染问
题，导致原阳县某纸业公司和南京某印
刷厂相继暂停或取消了与江河纸业的
订单，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017年 3月 13日，江河纸业向武
陟县公安局报警。2017年 5月 16日，
经武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张文奇被
执行逮捕。同年 8月 25日，武陟县人
民检察院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武陟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损害
商业信誉罪是指行为人捏造并散布虚
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给他人造
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被告人张文奇从
2014年 7月份开始长期向各级环保、
信访部门举报江河纸业污染环境。环
保部门调查后认定江河纸业不存在污
染环境的行为，被告人张文奇明知该
调查结果仍恶意编造江河纸业偷埋有
毒废渣、偷排废水废气等虚假事实。
其主观上具有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的目
的，客观上实施了捏造和散布虚伪事
实的行为，并因此给江河纸业造成重
大损失，被告人张文奇的行为已构成
损害商业信誉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
张文奇犯损害商业信誉罪的指控成
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二十一条的规定，遂作出上述判
决。③8

“明星版”《朝阳沟》上演

捏造事实举报企业污染者被判刑
涉事男子犯损害商业信誉罪

郑州机场新规划出台，到2035年货运服务

4小时，全国；20小时，全球！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10日，
记者从省南水北调办了解到，该办等
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总干渠（河南段）两侧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原有的保护区划废止，
调整后的保护区划更加精准，对南水
北调水质安全保障更为有力。

据介绍，原有的水源保护区划定
方案自 2010年 7月实施，对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总干渠输水水质保护工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国家新的政策
要求和沿线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亟须调整。

经省政府同意，省南水北调办联
合省环境保护厅、省水利厅、省国土
资源厅对原保护区划定方案进行完
善。调整完善后的南水北调总干渠
两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南阳
市、平顶山市、许昌市、郑州市、焦作
市、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 8个省辖
市和邓州市。总干渠两侧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
护区。划定一级保护区面积 106.08
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 864.16平
方公里。新区划对地下水位高于总
干渠渠底的地段，按照地层的透水性
能分为三类进行区划，使保护区划定
更加科学合理。

新区划指出，在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禁止使用剧毒
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禁止利
用渗坑、渗井、裂隙等排放污水和其他
有害废弃物；禁止利用储水层孔隙、裂
隙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
有毒化学品、农药等。在一级保护区
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在二级
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
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新区划公布前
保护区内已经建成的与法律法规不符
的建设项目，各级政府要尽快组织排
查并依法处置。③8

□本报记者 刘晓波 薛迎辉

“我的理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医
生，帮助更多的病人，让他们少受病痛
的折磨。”7月6日，井冈山红歌广场上，
刘曼真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当日，同样
立下志愿的，还有同刘曼真一样来自新
蔡县砖店镇凯旋双语实验学校的25名
贫困少年。

9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一片热土
上，许多青少年怀着理想参加红军，投
身革命。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点燃了中
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参与创造了井冈山
精神。

“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的
《少年中国说》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

井冈山、新蔡县，地域相隔900多公里，
时间跨越90余年，一群孩子来向革命先
烈“取经”。“我们组织这次脱贫攻坚·双
扶之旅井冈山之行，就是想让同学们像
红军战士那样从小立下大志向，并为之
不懈奋斗。”该校校长汪舰说。

孩子们没有辜负校长的期望。红
歌广场上，这些“小红军”精神抖擞地背
诵经典诗词《西江月·井冈山》，显得自信
又阳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他们不
停地向讲解员询问，学习劲头十足。

“我们这几天乘车参观都很麻烦，
更别提当年红军打退敌人的进攻有多
困难了。我要学习先烈们坚韧不拔的
精神，努力克服学习中的困难。”该校七
（2）班学生刘碧莲在井冈山之行征文比
赛中这样写道。

不少孩子更坚定了追求理想的信
心。“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
的命运，让爸妈过上更好的生活，早日

回报社会。”谈起井冈山学习的感受，七
（3）班学生余可茹对未来信心满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对于农村的贫困孩子来
说，教育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最好
手段。“这次来井冈山，我们还邀请 14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长参加。井冈山
是革命圣地，井冈山市去年在全国率
先脱贫，通过学习井冈山精神，家长们
要帮孩子立志，更要自己立志。”汪舰
告诉记者。

井冈山之行，激励了贫困户家长早
日脱贫的信心，也让他们更加重视对孩
子的教育。贫困户家长梁艳娜说，再穷
不能穷教育，回去以后要靠自己的双
手，争取早日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还要
让孩子们吃好学好，早日成长为有出息
的人。

第一次走进革命圣地，第一次忆苦
思甜。几天来，孩子们身穿红军服装，

学习体验井冈山精神，每到一处，都成
为亮丽的风景线。这会成为他们一生
难以忘怀的记忆，更会在他们心中播下
理想的种子，激励他们前行。③8

贫困少年井冈立志

相隔 900 多公里，跨越 90 余年，新

蔡县凯旋双语实验学校的孩子们来到

井冈山立志“取经”。14 个小时的长

途大巴，孩子们并不觉得累，只因他们

对革命圣地的向往。这一趟，孩子们

心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家长们收获

了脱贫的信心。

这是该校第 9 年自费组织的暑期

活动，多年来，本报持续关注。从温情

暖心之旅到革命圣地学习之旅，从关

爱孩子到关注孩子背后的家庭，学校

已花费百万元，但孩子们的点滴成长，

就是最好的回报。③8

更有力保障南水北调总干渠水质安全

我省调整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
员 王永亮 施书芳）7 月 9日，记
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刚刚发
布的 2018 年 6 月全国主要机场
运输量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
郑州机场客货运增速领先全国
大型机场。

1至 6月份，郑州机场累计完
成旅客吞吐量 1335.6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7.8%，增速居全国大型
机场第 1 位；累计完成货邮吞吐
量 23.3万吨，同比增长 12.3%，增
速居全国大型机场第 2 位；累计
完成运输飞行 10.2 万架次，同比
增长 11.6%，增速居全国主要机
场第1位。截至6月底，郑州机场
旅客吞吐量升至全国机场第 12
位，货邮吞吐量在全国各机场中
稳居第7位。

客运航线方面，郑州机场不
断拓展航线网络，促成天津航空、
俄罗斯艾菲航空开通悉尼、莫斯
科洲际定期客运航线，协调航空
公司加密曼谷、新加坡、巴厘岛等
亚洲地区航线，新开恩施、常德、
武夷山等国内客运航线。同时，
联合5家机场、9家航空公司共同
成立“豫—西北机场中转联盟”，
巩固提升郑州机场中转优势；开
展国际航班通程值机服务，初步
完成“空铁联运”大客户订票系统
研发。今年上半年，郑州机场客
运航线总数达到 201 条，同比增
加30条。③6

郑州机场上半年
答卷喜人

□本报记者 栾姗

2025年，郑州机场年货邮吞

吐量保障能力突破 300万吨，年

旅客吞吐量达到5300万人次；到

2035年，这两个数字有望分别变

成500万吨、1亿人次。

7月 10日，记者从省发改委

获悉，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民用

航空局联合印发《郑州国际航空

货运枢纽战略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未来的郑州机场将撬动

全国乃至全球航空运输市场，打

造引领中部崛起的新动力源。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S312郑州境改建工程（郑

汴交界至G107东移段）已由郑州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郑发改基础〔2017〕725 号

文、郑发改基础〔2018〕211号文批准建设，

施工图设计已由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以

“郑交规划〔2018〕59号”批准，建设资金来

自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

郑州市公路管理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及施工监理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该项目起点位于中牟县狼城岗镇后史

庄中牟与开封交界处，路线沿东干渠北侧

向西，在北堤村东偏向西北，经撑堤、朱固

村北，在雁鸣湖镇区北侧通过后，在张庄南

折向西南，经小朱庄、杨家杜湾村、黄河农

场、七里店村，沿郑徐客专北侧继续向西，

至项目终点中牟县万滩镇南与在建的国道

107线郑州境东移一期改建工程、国道107

东移至四港联动大道连接线新建工程、国

道 107改线官渡黄河大桥工程相交，设互

通式立交一座。路线全长 29.113公里，均

位于中牟县境内。该项目终点互通式立交

纳入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国道 107东移

至四港联动大道连接线新建工程 K0 +

000~K1 + 348.969 段 1.349 公 里（其 中

0.433 公里位于中牟县境内，0.916 公里位

于郑东新区境内）；国道 107改线官渡黄河

大 桥 工 程 K30 + 300~K31 + 775.157 段

1.475公里；国道 107线郑州境东移一期改

建工程K0+000~K0+170段主线0.17公里

及下穿郑徐高铁左幅U槽工程，由本项目实

施左幅K0+170~K1+017.401段0.855公里

（含长链7.572米）、右幅K0+328.055~K1+

259.712段0.932公里加宽工程。

2.2技术标准

该项目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技术

标准，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33.5米。其中：行车道宽度2×3×3.75米，

中间带宽 3.5 米（含左侧路缘带 2×0.75

米），硬路肩宽度2×3.0米，土路肩宽度2×

0.75 米。路面结构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

桥梁设计荷载采用公路-Ⅰ级，桥梁总宽

2×17.25 米（赵口干渠中桥总宽 2×20.75

米），涵洞与路基同宽。设计洪水频率为1/

100，其他有关标准按照部颁《公路工程技

术标准》（JTG B01-2014）执行。

2.3计划工期及监理服务期限：
施工标段工期：24个月；工程缺陷责任

期24个月。

监理服务期：48个月（包含缺陷责任期

24个月）。

2.4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本项目招标施工划分为 6 个标段，施

工监理划分为2个标段。

施工一标段（编号为 S312-SG1 合同

段）招标范围：起讫桩号：K0+000~K7+

500分段长度：7.50km范围内的桥涵、路基

路面、排水等项目；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的所有内容。

施工二标段（编号为 S312-SG2 合同

段）招标范围：起讫桩号：K7+500~K15+

000分段长度：7.50km范围内的桥涵、路基

路面、排水等项目；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的所有内容。

施工三标段（编号为 S312-SG3 合同

段）招标范围：起讫桩号：K15+000~K21+

500分段长度：6.50km范围内的桥涵、路基

路面、排水等项目；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的所有内容。

施工四标段（编号为 S312-SG4 合同

段）招标范围：起讫桩号：K21+500~K27+

940分段长度：6.44km范围内的桥涵、路基

路面、排水等项目；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的所有内容。

施工五标段（编号为 S312-SG5 合同

段）招标范围：万滩互通 G107 主线 (左幅

LK30+300~LK32+793.363，右幅 LK30+

300~LK33 + 035.674)；匝 道 ：A（K0 +

173.067~K0 + 347.869） ， B （K0 +

379.566~K1+477.191），C（K0+000~K0+

245.023），D（K0+000~K0+366.359）,E,

F,G （K0 + 000~K1 + 081）,H （K0 +

000~K0 + 050）；地 面 辅 道 ：FB（K0 +

050~K0 + 629.694），FC（K0 + 000~0 +

050），FD（K0 + 625~K2 + 167.144），FE

（K0+000~K1+050），FF，FG 范围内的桥

涵、路基路面、排水等项目；详见施工图纸

及工程量清单的所有内容。

施工六标段（编号为 S312-SG6 合同

段）招标范围：万滩互通 S312 主线(K27+

940~K30+480)；匝道：A（K0+000~K0+

173.067），B（K0 + 000~K0 + 379.566），C

(K0 + 245.023~K0 + 713.563)，D（K0 +

366.359~K0 + 657.28），G（K1 + 081~1 +

167.497）,H（K0+ 050~K0+ 289.947）；地

面辅道：FA，FB（K0+000~K0+050），FC

（K0 + 050~K0 + 963.546），FD（K0 +

000~K0 + 625），FE（K1 + 050~K1 +

992.505）范围内的桥涵、路基路面、排水等

项目；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的所有

内容。

施工监理一标段（编号为S312-JL1合

同段）招标范围：K0+000~K27+940范围内

的路基路面、桥涵、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停

车区、养护工区、绿化等全部工程监理服务

以及交工验收与缺陷责任期的监理服务。

施工监理二标段（编号为S312-JL2合

同段）招标范围：施工S312-SG5合同段及

S312-SG6 合同段工程范围内的路基路

面、桥涵、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等全

部工程监理服务以及交工验收与缺陷责任

期的监理服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
3.1.1施工标段

(1)施工标段（SG1-SG4）要求投标人

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含一级）以上资质，同时

具有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含二级）以上

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012年

1月 1日以来（以交工日期为准）完成过1项

单项合同建设里程不少于 7公里或单项合

同额不少于 1亿元的一级公路（或高速公

路）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2)施工标段（SG5-SG6）要求投标人

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含一级）以上资质，同时

具有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具有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012 年 1月 1日以

来（以交工日期为准）完成过 1项单项合同

额不少于2亿元且包含大桥的一级公路（或

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

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

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

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1.2施工监理标段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国家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专业监理甲

级资质，2012年 1月 1日以来有1项单项合

同建设里程不少于 20公里的一级公路（或

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监理业绩，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监理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

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资质

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

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施工标段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3

个标段投标，施工监理标段每个投标人最

多可对 2 个标段投标，但每个投标人只允

许中其中1个标段。(若同一投标人多个标

段排名均为第一时，则选取招标人报价较

高的标段中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

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

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

相关投标均无效。

3.5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

gov.cn）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投标人，拒绝其参与本次投标活动。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 7

月 11日至 2018年 7月 17日 17时 30分，登

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zzsggzy.com/）”,凭企业 CA 锁

进行网上投标报名。尚未办理企业CA锁

的，请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zzsggzy.com/）进入“办事

指南—建设工程”栏目，下载并携带相关资

料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办

理，CA锁办理咨询电话：0371-67188295/

67188297；技术服务电话：0371-67188807。

4.2招标文件的获取：登录郑州市公共

资源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www.

zzsggzy.com/TPBidder 招标文件领取菜

单领取招标文件；图纸的获取：持单位介绍

信和经办人身份证到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东33号英特大厦五楼购买图纸。参加多个

标段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分别购买相应标段

的招标文件，并对每个标段单独递交投标

文件。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 元，图纸

每套售价30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不召

开投标预备会。

5.2 施工标段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

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 8月 2

日 10时 3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 8时 30分

至 10时 3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第五开标室（郑州市

淮河西路 39号）。施工监理标段投标文件

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 8月 2日 9时 00分，投标人应于当

日8时30分至9时0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第六开标室

（郑州市淮河西路39号）。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

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

共服务平台、《河南日报》、河南招标采购综

合网、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站、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郑州市公路管理局

地址：郑州市航海西路28号

联系人：娄先生

电话：0371-68995128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荣旗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33号英

特大厦五楼

联系人：刘先生 严先生

电话：0371-55658618

2018年7月 11日

S312郑州境改建工程（郑汴交界至G107东移段）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