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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头潜鸭是雁形目

鸭科潜鸭属鸟类，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由于栖息地

丧失、过度捕猎、人为干

扰等一系列原因，种群数

量急剧下降，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

危（CR）物种，全球数量

仅 1000只左右。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张增峰）
9 月 7日，记者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
地公园看到，湖面上数只青头潜鸭正
在嬉戏。

青头潜鸭是雁形目鸭科潜鸭属鸟
类，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栖息地丧
失、过度捕猎、人为干扰等一系列原因，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列为极危（CR）物种，全球数
量仅1000只左右。2017年，民权黄河
故道国家湿地公园首次记录到青头潜
鸭的分布，当地政府部门立即进行保护
和监测。2018年冬季的最大统计数量
达155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在阿拉善 SEE“任鸟飞”项目的
支持下，中国青头潜鸭保护工作组
2018—2019 年在全国开展青头潜鸭
的监测和保护工作，发现民权黄河故
道国家湿地公园的青头潜鸭种群数
量较大并长期稳定，是我国青头潜鸭
的重要栖息地。其间，中国青头潜鸭
保护工作组与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合作开展繁殖期
专项调查，于 2019年 5月首次发现青
头潜鸭繁殖巢，证实了民权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是青头潜鸭的重要繁

殖地。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总

面积 2303.5 公顷，是商丘市水源地保
护区，人为活动相对较少，水质清澈、
鱼虾成群、植物丰富，食物资源众多，
吸引了大量水鸟栖息。”民权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杰介
绍，近两年，该湿地公园共监测到鸟类
15目 46科 149种，除全球极危物种青
头潜鸭外，还有国家Ⅰ级保护动物东
方白鹳，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大天鹅、小
天鹅、白尾鹞等。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王佳鑫）9月 12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该厅近日联合省财政厅、省扶
贫办印发《河南省黄河滩区优质草业
带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提出以中牟县等 9个县（市、区）为重
点，打造黄河滩区优质草业带。

我省黄河滩区土地面积大、地势
平坦，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好，适
宜大面积牧草种植和机械化作业。同
时，在黄河滩区种植紫花苜蓿等多年
生饲草，可比种植一般农作物减少风
沙扬尘 80%以上、减少水土流失约

90%。
根据《方案》，我省将以中牟县、开

封祥符区、兰考县、原阳县、封丘县、长
垣市、濮阳县、范县、台前县等 9个县
（市、区）为重点，利用滩区居民迁建机
遇和土地资源优势，以绿色发展为方

向，以优质草畜为支撑，发展集中连片
优质牧草种植加工，把黄河滩区建成
中原地区优质草业基地。

《方案》提出，到 2025年，整个黄
河滩区种植优质饲草面积要达100万
亩，其中全株青贮玉米 50万亩、紫花

苜蓿30万亩、饲用构树及其他优质牧
草20万亩，把黄河滩区优质草业带建
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现代化优质牧草生
产加工基地和草业科技创新基地。

下一步，我省将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农田建设补助等资金优先向黄河滩
区优质草业带倾斜；黄河滩区优质草
业带相关市县要对饲料作物收获机械
和饲料（草）加工机械实行农机购置敞
开补贴，9个重点县（市、区）可实行累
加补贴；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等项目资金优先向黄河
滩区优质草业带相关市县倾斜。③8

全球仅存1000只左右

珍禽青头潜鸭安家民权
发挥滩区优势 种植紫花苜蓿等饲草

我省打造黄河滩区优质草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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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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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19〕28、29、30、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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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郑政高出〔2019〕28、30、
31号（网）地块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郑政高
出〔2019〕29号（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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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高出〔2019〕28、29、30号（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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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
高出〔2019〕31号（网）地块采用价高者得的
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公告时间为:2019年 9月 13日至 2019年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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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8日至2019年 10月 21
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
年 10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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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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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
资源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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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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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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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8号（网）地块需
使用复垦券A券 40.607亩，竞买人不受持有
复垦券 A券数量限制参与竞拍；郑政高出
〔2019〕30 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A 券
20.3445 亩；郑政高出〔2019〕29 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面积 61.4772亩，竞买
人参与该宗土地竞拍需持有 A 类复垦券不
少 于 该 宗 地 需 使 用 复 垦 券 面 积 的 30%
（18.4432 亩）。待土地竞拍结束后，及时到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钩办办理相关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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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国土资源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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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193
联 系 人：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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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 13日

编号

郑政高出

〔2019〕

28号（网）

郑政高出

〔2019〕

29号（网）

郑政高出

〔2019〕

30号（网）

郑政高出

〔2019〕

31号（网）

土地

位置

落 樱 街 南、

雨 蕉 路 东、

滨 河 路 北、

秋罗路西

创新大道

西、金盏街

南

池 北 路 北、

郁香路东

三全路西延

南、郁香路

东

使用权

面积

（㎡）

27071.36

68307.71

45210.03

9124.43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

城镇住宅兼

容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餐

饮、旅馆用地

（地下交通服

务场站用地）

商务金融兼

容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餐

饮、旅馆、城

镇住宅用地

（地下交通服

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

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1，

＜2.7

＞1.1，

＜2.5

＜3.0

\

建筑

密度

(％)

＜25

＜25

＜30

\

建筑

高度

(米)

＜60

＜100

＜80

\

绿地

率

(％)

＞35

＞35

＞35

＞25

投资

总额

(万元)

≥40473.73

≥102922.86

≥82795.02

≥2090.8

起始价

（万元）

25856

68769

55669

2091

熔断价

（万元）

38856

103169

83669

\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51712

137538

111338

\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2928

68769

55669

2091

出让

年限(年)

城镇住宅

70（地下

50）

城镇住宅

70，零售商

业、批发市

场、餐饮、

旅馆40

（地下50）

商务金融、

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

餐饮、旅馆

40，城镇住

宅70（地

下50）

50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9月12日，永城市苗桥镇高楼村，一位小朋友在观看3D墙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道德家训”等内容的文化墙在该村处处可见，不仅扮靓
了村容村貌，也引导着村民树立文明新风尚。⑨3 刘广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9 月 12 日，
2019 工银信用卡郑州网球公开赛进
入正赛第四日的角逐。由于近几天
郑州秋雨绵绵，多场赛事推迟，也打
乱了许多球员的节奏，赛会一号种
子 普 利 斯 科 娃 的 比 赛 也 被 一 推 再
推。

不过，这场雨对 20岁的美国网坛
新星肯宁的影响并不大。“天气确实很
冷，风也很大，不过我还是赢了，赢了
就挺高兴。”11日，赛后，肯宁难掩兴奋
之情。在对阵前法国网球一姐科内特
的比赛中，肯宁干脆利落地以 2∶0取
胜，顺利跻身八强。

20岁的肯宁不仅是美国网坛的新
星，还是一位高中各科成绩都拿 A的
学霸。从小就展现出不俗网球天赋的
肯宁曾经与考瑞尔、麦肯罗等网坛名

宿一起打过表演赛，在今年年初的
WTA国际巡回赛霍巴特站中，肯宁在
决赛中击败施米德洛娃，成功斩获职
业生涯首冠，实现突破。今年 6月，肯
宁在法网赛场还击败了 23座大满贯
得主小威，闯进女单 16 强。对于未
来，现世界排名第 20位的肯宁表示，
希望自己能打进前十。

在得知9月 13日正值中国的传统
佳节中秋节时，肯宁说：“我们国家也
有这种节日，像感恩节、圣诞节，都是
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享
受节日，非常幸福。”

在另一场焦点之战中，两位都曾
排名世界前十、并曾在 2016年法网搭
档赢得女双冠军的法国名将展开争
夺，最终，梅拉德诺维奇战胜同胞加西
亚，晋级八强。③5

郑州网球公开赛

美国新星顺利晋级话“中秋”

饲用构树及其他优质牧草 20万亩

全株青贮玉米50万亩

紫花苜蓿30万亩

《方 案》提 出, 到
2025 年，整个黄河滩
区种植优质饲草面积
要达 1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