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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DY-2020-28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土成交字[2020]22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

位于2020年4月23日分别在《河南日

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登

了 ZMDY-2020-28 号宗地《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

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39号

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

于 2020年 5月 14日在驻马店市土地

招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见下表）。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

2020年 5月 25日

宗地编号

ZMDY-2020-28号

宗地位置

兴业大道与
北泉路交叉
口西北侧

土地面积
(㎡)

57620.69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成交价
（万元/亩）

282

成交金额
（万元）

24373.55187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河南东正基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ZMDSF-2019-03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土成交字[2020]23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

位于2020年4月16日分别在《河南日

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登

了ZMDSF-2019-03号宗地《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

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39号

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

于2020年 5月7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

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见下表）。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5月25日

宗地编号

ZMDSF-2019-03号

宗地位置

金雀路与白
云山大道交
叉口东南角

土地面积
（平方米）

68760.69

土地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亩）

244

成交金额
（万元）

25166.412540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河南蓝天德盛
置业有限公司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2020年 4月 30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登了ZMDY-2019-27号等四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于2020年 5月 21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
该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ZMDY-2019-27号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土成交字[2020]24号

宗地编号

ZMDY-2019-27号

ZMDY-2019-28号

ZMDY-2019-29号

ZMDY-2019-30号

宗地位置

春柳路与文明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春柳路与文明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驿城大道与建设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驿城大道与建设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3574.81

51021.59

32716.2

22298.45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商业40
住宅70
商业40
住宅70
商业40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亩）

226

226

225

225

成交金额
（万元）

7991.860590

17296.319010

11041.717500

7525.726875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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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汇聚磅礴动能 打造农业“硅谷”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按下“加速键”

□杨晓东 刘华山 滑清泉 高君瑞

五月，柳丝摇翠，夏花绚烂。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内，一派生机勃发的欣欣向荣景象。
今麦郎、克明面业、思念食品等一个个知
名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现代化生产线昼夜
不停、开足马力，抢时间、赶订单，催动新
产品源源不断地包装下线、装车待发。

总投资 12 亿元的中花粮油年产
20万吨花生油项目，已经开始试产；总
投资 12亿元的今麦郎年产 18万吨高
档挂面项目，将于 6月底投产；总投资
46亿元的金玉锋生物科技大健康产业
园项目，即将落子开建……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产业园
一个个重大项目迅速按下“重启键”、
开启“加速度”，按照“全国一流、世界
领先”的定位，向着打造中国农业硅
谷、现代产业新城的目标奋力冲刺。

“一号工程”：花香引“蝶”来

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业、农
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市和市民，
沟通城乡，亦工亦农，是农业现代化的
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是为
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产业。

2018年年初，农业农村部批复在
驻马店建设的全国第一家国际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目前产业园规划已经完成，园区
内“三纵六横”道路网已建成 90多公
里，水电气暖、通信设施基本铺设到位，

具备了集群式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驻马店坚持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

提升农业价值的重要环节、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支撑，把产业园建设作为

“一号工程”，全力打造河南乃至全国
农产品加工、新型工业发展的重要引
擎和平台，建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标杆示范园区，以全市农产品加工
业高质量跨越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平舆白芝麻、正阳花生、泌阳花
菇、确山板栗、正阳三黄鸡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确山烟叶、中药材
闻名全国；泌阳县拥有中国第一肉牛
品牌夏南牛并已成规模养殖……围
绕产业园，方圆 200 公里范围内各种
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星罗棋布、如众
星拱月。

农业的强劲，直接吸引和带动了
众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入伙”。不仅国
正大、徐福记、君乐宝、恒都、鲁花等一
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纷至沓来、抢滩加
盟，而且十三香调味品、大程粮油等一
批本地骨干企业也日益骨壮筋强。

围绕招大引强、招先引新、招专引
精，驻马店深入开展政企联合大招商活
动，北京首农、每日优鲜、天广中贸、陆
基三文鱼、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苏州极目智能制造和华以农业科技等
重点项目纷纷落户。

花香引“蝶”来，硕果满枝头。截
至目前，园区已成功签约产业类项目
11个，合同总投资 168.6亿元;签署框

架协议项目 4个，合同总投资 69.6 亿
元。总投资 20亿元的克明食品产业
园等项目，已经试生产；总投资 12亿
元的今麦郎未来方便面、总投资 30亿
元的向日葵农产品智慧物流园等项
目，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总投资
11.5 亿元的五得利集团日处理小麦
5000吨面粉生产项目，计划今年12月
工程主体建成。

财富宝地：高端农产品加工
加速集聚

相时而动，高端农产品加工集群
与研发基地蓄势待发。

正阳花生、平舆白芝麻、泌阳夏南
牛……一个个代表着驻马店特色农业
发展的知名品牌正引领着驻马店加快
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
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
展新格局。

伴随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逐步发
展，产业园周边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农
业科学技术力量配备。农业领域的 6
个院士工作站、21个省级工程技术中
心，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撑，催生出以花生为主的正
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驻
马店农业科技园区以及汝南、泌阳、正
阳 3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这些园区
加上众多星创天地项目等现代农业孵
化器，带动了农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
化和推广应用。由此，吸引众多国内
外知名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纷纷在驻

马店进行产业布局。
围绕产业园建设，驻马店把开放

平台建设作为重要突破口，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组织企业参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活动，利用中欧
班列、新郑机场航空运输货运优势扩
大进出口。加强“驻马店—宁波舟山
港号”铁海联运班列运营能力建设，推
进实施“无水贸易港”，积极打造铁海
联运品牌。

作为中国食品加工业龙头型企
业，驻马店十三香调味品集团立足本
土资源优势，采用国际最先进生产设
备工艺，日益做大做强，产品畅销欧
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让“中国味
道”滋养着“老外”的味蕾。

亚洲“第一乳”、中国 500 强企业
伊利集团来了，将斥资近 30亿元，在
驻马店投建规模化示范性牧场和智能
化乳制品加工厂，打造世界一流的高
端乳制品产业集群基地。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玉米加工领军
企业,河北玉锋集团将在产业园建设
金玉锋大健康生物产业园，努力在玉
米精深加工这片广阔沃土上点种生
金，打造“玉米王国”。

中国500强、全国最大的面粉加工
企业五得利集团落户产业园，大力实施
创新战略，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市场需
求，努力打造“世界领先的面粉专家”。

与此同时，今麦郎、雀巢、徐福记、
思念、克明面业等一大批国内外农产
品加工龙头企业，在国际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这片财富宝地上掘金开拓、快
速壮大；中粮集团、河南牧原、深农集
团等 36家知名企业也瞅准时机，紧锣
密鼓加快布局。

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说，中国（驻
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与中国农
产品加工投洽会，这两个国际性平台和
载体，已成为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双引擎”。目前，国际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正按照“全国一流、世界领先”
标准，聚焦高端企业、品牌、技术和产品，
着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力加快建
设，着力把产业园打造成“四基地一中心”。

未来，伴随着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必将吸引更多
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集团落地生根，驻
马店农产品加工的舞台必将越来越大。

雁阵效应：以加工业带动农
业“接二连三”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粮
食产业连接乡村和城市，覆盖一二三
产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对于驻马店这个产粮大市
来说，“三链同构”无疑是促进产业兴
旺的一剂有效助燃剂。

为此，驻马店牢牢抓住粮食这个
核心竞争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扎扎实实推进“三链同构”，有效
带动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逐步探索出一条由粮食资源
大市迈向粮食产业强市的“蝶变”之
路，也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

了有力支撑。
围绕“三链同构”，驻马店以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载体和平台，重
点打造粮食、油料、肉奶精深加工三大
优势产业集群，调味品和食用菌两大
特色产业集群，饮料制造和休闲食品
制造两大高成长性产业集群，形成产
业集聚的庞大雁阵，为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壮大注入新活力。

目前，全市农业产业化集群达 62
个，其中省级 21个、居全省第一，农产
品加工企业 1680家，农产品加工业产
值近 180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
大支柱产业。

种得好、养得好，关键还要加工
好、卖得好。如今的驻马店，农产品正
发生“华丽转身”，促进了全市产业提
档升级，努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表示，下一
步，将通过“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以
调味品、食用菌、果蔬等特色农产品加
工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以加工业
带动农业“接二连三”，不断提高供给
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走出一条以“农”
定“工”、以“工”促“农”、工农互动和谐
发展的新路子。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驻马店这
座逐步向工业化迈进的新兴之城，正
在以国际农产品产业园打开另一扇通
向世界的窗口，架起一座新的区域沟
通桥梁。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将从这里
腾飞寰宇，让世界瞩目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