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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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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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局受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
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
〔2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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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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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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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5
日至 2020年 7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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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 9 时。缴纳竞买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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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住建局土地利用科办公室进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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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 政 高 出
〔2020〕10 号（网）地块采用分期方
式缴纳土地出让金，具体情况详见
挂牌须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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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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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郑政高出〔2020〕10 号（网）
地块在国家安全控制区内，竞买人在
竞买前必须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部门
审查意见书（联系人：周警官，地址：郑
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24 号润华商务 E
座 南 侧 一 楼 ， 电 话 ：
0371-63577708）。

（五）郑政高出〔2020〕10 号（网）
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46.101亩，土
地竞买人不受持有A券数量限制参与

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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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土地利用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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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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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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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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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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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4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

政出〔2020〕25、26、27、28号（网）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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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出〔2020〕

25、27、28号（网）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

郑政出〔2020〕26号（网）为城中村改造项

目用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

置条件的复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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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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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地采用价高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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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5日至 2020

年 7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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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0

年 7月 29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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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209 房间进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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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出〔2020〕25、

26、27号（网）采用分期方式缴款土地出

让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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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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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郑政出〔2020〕25 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 A 券 82.041 亩，郑政出

〔2020〕26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93.254 亩，郑政出〔2020〕27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 A 券 26.976 亩，郑政出

〔2020〕28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82.01亩,竞买人不受持有复垦券 A券数

量限制参与竞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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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据市城乡建设局复函要求，郑

政出〔2020〕28号（网）地块应采用装配式

建筑技术建设。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陶先生 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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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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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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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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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宝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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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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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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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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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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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7 月 23 日起，
外资进入证券、期货、寿险、商用车制造、50
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建设经营等领
域股比限制将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 6月 24日对外公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清单条目
由 2019年版的 40条减至 33条。

两部门同日公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
版）》，也由37条减至30条。

这是自 2017年以来，我国连续第四年修
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投资带来巨
大冲击的背景下，此举释放出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的强烈信号。

与2019年版相比，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制造业、农
业领域的开放水平。

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程——
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
制。

基础设施领域，取消50万人口以上城市供
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

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
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

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
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

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
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

在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继续
先行先试。在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
药饮片的规定；在教育领域，允许外商独资设
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发布
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实施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全面开放的重要
举措，也是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推进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的最新配套文件，展示了我国坚定不
移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投资的决心。我国
要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扩
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五月初五是端阳，家家槲包香又香。”6月
24日，卢氏县五里川镇河南村梅桂生家的院子
里，一家人正围在一起包槲包。“端午节的槲叶最
香，从山坡上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再水煮浸泡，
变软了用来包槲包。”梅桂生说。

槲包是卢氏人世代相传的传统节日食物，端
午节前家家户户用槲叶包制槲包。槲叶富含多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特别是它的槲叶素，更是一
种天然的防腐剂；再包上当地盛产的高粱、黍米、
红豆等杂粮，煮熟后软硬适度，最后放点红糖或
白糖，甜糯清香。

卢氏县有着丰富的槲树资源，而且境内的熊
耳山麓、洛河之滨、鹳河之畔盛产谷米、黍子，因
此端阳节吃槲包这一风俗代代传承至今。近几
年，卢氏槲包这一传统地方小吃还为当地群众带
来了商机。每到端午节前，位于卢氏西南山下的

“龙首山庄”都组织当地群众生产加工槲包，并通
过真空包装进行外销，让久居外地的人们找到乡
愁记忆、找回家乡味道，同时为山里百姓找到增
收致富的门路。

“今年我们早早进行生产加工安排，目前已
经订货近4000件，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让卢
氏槲包的传统味道传递到四面八方。”卢氏“龙首
山庄”负责人卢辉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冰珂）6月 24日，端午节前夕，郏县长桥镇双槐赵村幸
福院内，志愿者们声情并茂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106位老人看着表演，吃着粽子，欢聚一堂。

端午粽飘香，浓浓敬老情。当天，郏县文化志愿
者文艺小分队走进幸福院，为老年人带去精彩文艺演
出的同时，也向他们讲解了疾病预防和健康科普等知
识，受到老人们的欢迎。

传统节日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平顶山市大力开展“礼敬传统文化、守望精神家
园”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并在今年端午节期间，安排了
60项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活动紧密结合节日主
题，接地气、有温度、有热度。

卫东区光华路街道光华社区属于老旧小区，空巢
老人居多。当天，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热心居民相聚
一堂。在众人协作下，一个个香甜的粽子新鲜出锅，
打包后被送到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家中。“通过开展端
午节活动，大家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社区大家庭
的温暖，从而不断增强凝聚力，打造幸福家园。”光华
社区党总支书记任贯雨说。

据介绍，端午节期间，平顶山市一些地方和部门
或组织包粽子、做香囊、挂艾草等活动，或举办屈原经
典诵读、端午诗会和屈原文化专题讲座等活动，或依
托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举办展览……一项项精
彩纷呈的活动，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着传统文化
的魅力。③4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五月五，过端午；粽叶
青，糯米香；戴香包，挂菖蒲……”6月 24日，郑州市
经开区实验小学，孩子们稚嫩的童音响彻校园。连
日来，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以端午节为契机，开展
相关主题教育活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动脑动手
中浸润童心。

这是一堂“科学教育课”。“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中药
香囊’可大有讲究，装有白芷、苍术、辛夷、艾叶……”端
午节前，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健康辅导员、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师张骁，给孩子们讲述了香
包的奥秘，一颗中医药科学启蒙的种子就此种下。

这是一堂“传统文化课”。在郑州市经开区外国
语小学，孩子们动手制香囊、编彩绳、包粽子……这
样的劳动教育，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了传统节日习俗；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的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开
展游园等活动，充满仪式感的“游戏”，给孩子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这是一堂“爱国教育课”。淅川县寺湾镇夏湾中
心小学开展了“知我端午节 弘扬爱国情”活动。在

“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俗”等板块，孩子们讲述屈原
的故事，学校同时开展以“读《离骚》思屈原”为主题
的经典诵读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孩子们对传统民俗
文化的兴趣，继而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
神，这是我们开展端午节主题教育的意义所在。”郑州
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校长寇爽说。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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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 槲包香 浓浓“粽香”满校园 幸福院内庆端阳

6月 23日，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检修作业。
6月份该公司围绕“安全生产月”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练兵
活动。⑨6 高若权 摄

[风俗] [传承] [温情]

6月24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原
故里景区端午习俗馆，老人为孩子点雄黄酒。

6月24日，西安市航天城第一幼儿园的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香包。端午节前，各地举行包粽子、做香包、赛龙舟等丰富
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迎接传统佳节的到来。 均为新华社发

““粽粽””情端午情端午
五
月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