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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方式出让ZMDY-2019-10号等八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要求详见:《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须单独报名
申请，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土地
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参
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http//
www.zmdggzy.gov.cn/TPFront/，进
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
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易登录窗口，查看
出让宗地信息或参与竞买活动。凡在驻
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
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
地《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
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
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
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0年 8月 17日前登录驻马店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
载《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
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
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 2020年 8月 17日 17时（竞
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
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
8月 17日 17时。

ZMDY-2019-10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8月 18日 8时 30
分。

ZMDY-2020-13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8月18日9时。

ZMDY-2020-8号宗地拍卖限时竞
价时间定于：2020年8月18日15时。

ZMDY-2020-9 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8月 18日 15时
30分。

ZMDY-2020-10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8月18日16时。
ZMDY-2020-11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8月 18日 16时
30分。

ZMDY-2020-12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8月18日17时 。

ZMDY-2020-14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20年 8月 18日 17时
30分。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土地
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
驻马店市）、《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客户
端、大河网、大河网客户端同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间、
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实行供地合同履约保证金制度。
土地出让成交后，土地使用权竞得人应当
按土地总价款的3%向驻马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驿城分局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
或提供见索即赔保函，待项目竣工联合验
收后，视履约情况予以处置。合同履约保
证金不计利息。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项

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
为准。

（二）以上八宗地为驿城区铁东片区
商业综合体项目，土地出让时，为综合平
衡宗地所在区域商业开发品质及住宅建
设要求和品位，参与土地竞买、开发、建设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竞买人须单独报名，不接受联合竞
买申请。

2.竞买人（或其所属集团控股的公
司）须已在国内开发、自持并整体运营 1
座以上（含1座）商业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以上（不含地下停车场面积，需提供相
关产权证明）的大型集中式购物中心（不
含专业市场、家居建材市场、批发市场、
公寓、酒店、会展演艺），并有5年以上运

营经验（需提供竣工验收或二次消防验
收证明）。竞买人须在报名前向驻马店
市驿城区人民政府提供上述竞买条件的
相关内容和证明材料，未达到竞买条件
的不具备竞买资格。

3.竞得人在竞得地块后，须在驿城区
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负责宗地
的建设、开发、运营。

4.该商业综合体项目区域内须建设1
个单体商业建筑面积不少于7万平方米的
集中式大型购物中心（不含地下停车场面
积，不得作为专业市场、家居建材市场、公
寓、酒店、批发市场、会展演艺使用），竞得
人须自持且整体运营，不可分割销售。竞
得人须确保对项目建设、开发、运营100%
的控制权，不允许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转
移控制权（但竞得人自身所在集团全资子
公司内部转让除外）。

5.竞得人承诺大型购物中心在《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完成之日起24个
月内满铺开业（100%开业视为满铺开
业），并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前，向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政府提
供人民币2亿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元）的
金融机构保函，该保函作为大型集中购物
中心如期满铺开业的履约保证措施。

（三）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3个工作日
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人证
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资格审
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得入选人确定为竞
得人并签订成交确认书。不符合要求的，
竞得结果无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九、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0396—2957307
承办方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396—2609220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4日

宗地编号

ZMDY-2019-10号

ZMDY-2020-8号

ZMDY-2020-9号

ZMDY-2020-10号

ZMDY-2020-11号

ZMDY-2020-12号

ZMDY-2020-13号

ZMDY-2020-14号

备注：ZMDY-2019-10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9]13号、驻自然资函[2020]59号执行。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厕所一座、垃圾转运站一座。
ZMDY-2020-8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72号执行。
ZMDY-2020-9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87号执行。
ZMDY-2020-10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90号执行。
ZMDY-2020-11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88号执行。
ZMDY-2020-12号、ZMDY-2020-13号、ZMDY-2020-14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

89号执行。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ZMDY-2020-8号、ZMDY-2020-9号、ZMDY-2020-10号、ZMDY-2020-11号、
ZMDY-2020-12号、ZMDY-2020-14号宗地按照《驻马店市中心城区配套设施标准（试行）要求》执行。

宗地位置

雪松大道与前进
大道交叉口西北
角

雪松大道与前进
大道交叉口西南
侧

东祥路与农业路
交叉口西南侧

东祥路与农业路
交叉口西北侧

农业路与东祥路
交叉口东南角

农业路和东祥路
交叉口东北侧

农业路和东祥路
交叉口东北角

农业路和东祥路
交叉口东北侧

用地
面积
（m2）

56363.04

83308.08

25428.54

28501.01

50901.72

3302.93

3441.22

10670.24

用地
性质

商服用地

商住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服务
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商服40

商业：
40

住宅：
70

70

70

70

70

商服40

70

容积率

2.0-3.0

2.0-3.0

1.8-2.8

1.8-2.8

1.8-2.8

1.0-1.5

1.2-2.5

1.8-2.8

建筑
密度
(%)

≤65

≤30

≤25

≤25

≤25

≤35

≤40

≤25

建筑
限高
(m)

60

80

80

80

80

24

24

80

绿地
率
(%)

≥8

≥30

≥35

≥35

≥35

≥25

≥20

≥35

出 让
起始价
（万元/
亩）

242

210

210

210

210

210

242

210

竞价
增幅（万
元 /亩）

5

3

2

2

2

2

5

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092

5249

1602

1796

3207

208

250

672

河南省驻马店市
ZMDY-2019-10号ZMDY-2020-8号ZMDY-2020-9号

ZMDY-2020-10号ZMDY-2020-11号ZMDY-2020-12号
ZMDY-2020-13号ZMDY-2020-14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土告字〔2020〕Y01号

（上接第一版）
让服务业“增值”。让工业设计融入智慧旅游、智慧康

养、智慧体育等，通过大数据服务和文化创意等，为我省从
文旅大省向文旅强省转变助力。

在“设计之城”，产城融合实现快速发展。中原工业设
计城通过产城融合发展模式，致力推动创新设计与本地产
业和城市建设的融合发展，引领创意时尚，完善城市功能，
让城市因为产业而活力无限，让产业依托城市而不断壮大。

“力争用3到5年时间，将中原工业设计城建设成为省内
最大、中原最优的以工业设计产业为核心的创新产业园区，推
动焦作市、河南省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
产业发展，最终将其打造成为新设计、新科技、新人才、新文
化、新商业‘五新一体’，互相融合的现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家鹏说。③8

（上接第一版）
看老伙计想通了，罗素宝笑着递去一支烟，说：“长远来

看，咱们除了扩大产能，还要把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升级
为一体化正规流水线，电商渠道也跟上，让咱的产品质量更
优、销路更广。至于现阶段嘛，咱先确保乡亲们的腰包稳得
住，中不？把政府给的帮助用好，再在销路上多想想办法，
咱一定能迈过这个坎！”

“投决会”开得虽短，效率却高。欣然公司俩“高层”作
出了欣然的决定。③8

（上接第一版）
沿河岸前行，时不时就能看到世界文化

遗产的石碑。索须河沿线是惠济区核心示范
区，面积共有22.4平方公里。作为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源地，郑州全力建设隋唐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地质公园、荥泽古城等
文化地标，涵养城市“精气神”。

郑州在布一盘“大棋局”。不同的核心板
块，犹如一个个关键节点，织起郑州城市发展
的大网络。

今年3月，围绕“东强、南动、西美、北静、
中优、外联”城市发展格局，走好多中心、组团
式、集约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城市
发展路子，郑州全新布局32个核心板块，高
品质推进城市建设，促进中心城区转型升级，
带动新老城区协调发展，展现古都新魅力新
活力。

谋定而后动。郑州围绕“东部强起来”，
加快金融岛片区、龙湖北部片区、高铁东广
场、鲲鹏软件小镇等9个核心板块建设，强综
合经济实力、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开放服务功
能；围绕“南部动起来”，突出“枢纽+口岸+物
流+制造”，加快金岱科创城、薛店物流基地配
套服务核心区等7个核心板块建设，强化对
外商贸物流联络，构建多式联运体系，发挥开
放门户作用；围绕“西部美起来”，加快中央文
化区、中原新区须水河片区等8个核心板块
建设，促进生态美、文化美、人居美、产业美，
构建西部生态屏障；围绕“北部静下来”，突出

“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加快荥泽古
城、大运河文化片区等4个核心板块建设，把
这片区域打造成为最具北方城市气派和文化
代表性的区域；围绕“中部优起来”，加快二七
商圈、商代王城遗址文化区、二砂文化创意园
等4个核心板块建设，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激
发老城区活力，彰显中原文化魅力。

放眼国内外城市发展历史，特大城市孤
岛式、割裂式、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早已山穷
水尽。着眼于2035年 1800万人口的体量，
郑州围绕“城区—组团—片区—单元—板块”
的城市架构，坚持规划设计引领、产业主导、
项目支撑、“三生”融合，着力优化空间结构和
城市布局，合理疏解城市功能。

“32个核心板块建设是城市高品质建设
的重中之重，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

要抓手。32个板块每个只有1—3平方公里，
影响的却是20平方公里左右的功能片区，合
起来基本覆盖整个城市。”郑州市副市长陈宏
伟说，32个关键点立起来了，郑州的城市网络
结构就会纲举目张，带动整个城市全面均衡
发展。

打造城市建设新亮点

沿陇海快速路高架桥驱车向西，路北面
的“四大中心”——鸟巢状奥体中心、市民中
心主场馆、文博艺术中心和现代传媒中心等
现代建筑蔚为壮观，塑造出中央文化区
（CCD）的恢弘气象。

从一片鱼塘到一座“值得写入教科书”的
国际新城，郑东新区不断书写新的传奇。7.1
平方公里的中央商务区（CBD），聚集了55家
世界500强企业、73家中国500强企业、153
家上市公司，其中持牌金融机构达到344家，
覆盖传统金融业、股权投资、互联网金融等十
余种业态，诞生了税收亿元楼22栋，成为河
南含“金”量最高之地。

“中原国际交往区”“自贸资源重要承载
区”“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示范实验区”“国际
总部港”……在郑州东南部的郑州经开区，蝶
湖东岸的滨河国际新城也在“蝶变生姿”。

“北通郑东、南达港区、西接主城，滨河
国际新城衔接郑州‘东强’‘南动’‘中优’三
大城市功能布局，其核心功能区是郑州 32
个城市建设核心板块之一。”滨河国际新城
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王志强说，不久
前，在上海举行的郑州市“长三角区域合作”
市情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滨河国际新
城地标综合体项目——“郑州金鹰世界”签
约成功，总建筑面积超百万平方米，仅一期
投资就高达150亿元。

这里“藏”着郑州的“城市抱负”。立足以
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滨河国际新城
着力引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
区域总部，加速布局大健康产业组团、蝶湖自
贸总部组团、荷湖建筑业总部组团和中关村
高新技术组团。

俯瞰郑州城，核心板块建设如火如荼、亮
点频现——

城之“东”，龙湖金融岛，幢幢高楼直耸云

天，致力建设中原地区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
龙湖北岸，全球人才创新创业园中原科技城
应运而生，致力打造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创
新高地、高科技产业园区、国际文化交流集
聚区；高铁东广场板块，306米的新地标宝
能·郑州中心正在刷新城市新高度、筑起城
市“新封面”；“数山”“云岭”“码岗”，极具魅
力和创新活力的“中原智谷”鲲鹏软件小镇
在郑东新区白沙片区紧锣密鼓建设，筑梦

“中原数字之巅”。
城之“北”，以“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

之魂”为主题，郑州提速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黄河国家博物馆，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和华夏文明传承与弘扬展示窗口。

城之“中”，二七商圈核心板块打造郑州
的精神家园、河南省的消费中心、全国城市
复兴的典范；商代王城遗址文化区板块打造
郑州城市文化名片和国际商都的城市会客
厅；拥有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的二砂文
化创意园板块打造郑州工业历史遗存文化
地标、中原科技文创新经济产业高地、国际
化城市文化消费新领地。

……
核心板块，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点亮并扮靓整座城市。

培育经济增长支撑点

大气开放的滨水空间、多元复合的休闲
活动、复层多样的森林植被、时代象征的创意
雕塑……在郑州西部，郑州高新区天健湖片
区正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

“今后天健湖将从这里向东北延伸，与天
德湖一起，成为高新区的核心生态资源。”规
划面积6平方公里的双湖科技城相关负责人
说，天健湖周边区域是郑州32个核心板块之
一、一个正加速培育的城市经济新增长点。

天健湖南岸，中国联通中原数据中心已
正式运营。其西侧正在建设郑州天健湖大数
据产业园，北岸的紫荆网络信息安全科技园
主体已竣工……美丽的天健湖畔，成为众多
高科技企业聚集地。

如今，以天健湖为核心，一个聚焦大数
据、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产业的智慧城正在
崛起，成为驱动郑州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郑州高新区围绕区域中心板块，加快
推进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中国联通中
原数据基地、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双湖
科技城等 32个项目建设，2020年预计完成
投资122亿元。

而在郑州东南，位于管城回族区的金岱
产业集聚区，随着汽配、钢贸等市场外迁，迎
来了“腾笼换鸟”“二次创业”“迭代升级”的窗
口期和机遇期。

金岱科创城核心区规划面积 2.42平方
公里，分别由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
城市设计、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开展
产业策划，着力打造连接郑州北部科技创新
与东南产业应用的科创枢纽，构筑中原乃至
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总部基地和新
旧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

32个核心板块，每一个板块都是经济增
长的支撑点。郑州市提出，城市核心板块开
发建设突出产城融合导向，把培育引进新兴
产业和高端产业作为主攻方向，点燃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持续提升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和
核心竞争力。

“聚焦核心板块建设，郑州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型，打造城市发展新增长
极，引领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32个核心板
块按照‘产业主导、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原
则，3年共计划实施373个项目，总投资2150
亿元。”郑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东方介绍，
这些核心板块的推进时间表已经排定，今年6
月底已基本完成城市设计编制审查，1年起
步，3年初具雏形，5年基本成形。

北临黄河、南依嵩山，郑州具有塑造城市
大格局、大气派得天独厚的条件。把准时代
大势、发展趋势，郑州市确定由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会同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单位组织编制《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年）》，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更加
凸显战略定位，加快建设具有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鲜明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都是
崭新的。

恰如撒播下的“希望种子”，32个核心板
块正赋予城市更旺盛的活力、更强劲的动
力。它们迎风生长，挺起郑州发展的“四梁八
柱”，展开波澜壮阔的城市画卷。③8

厚植发展厚植发展““新希望新希望””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隆古村位于潢川县西北部，属浅山丘陵地区，历史悠
久，为古黄国都城遗址区、春申君黄歇故里。全村辖19
个村民组，共1092户3659人；原有贫困户263户、贫困人
口1143人。经近年来的大力帮扶，该村的贫困户和贫困
人口数量已大幅下降，截至目前，还剩2户7人。村级集
体经济设施正逐渐完善，自我发展和稳定脱贫能力正逐
步增强，支撑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日渐强劲。③8

“保”是基础，“稳”是大局，“进”是目标，“蓄”是未来。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这家村镇企业办公室

里，有了具体生动的呈现。

疫情给很多企业带来冲击，想破题，既要坚守，也要改

变。变的是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因时应势；守的是心系家

乡、情系百姓的质朴情怀。

保企业就是稳就业。当前形势给返乡创业者提出了更高要

求——善于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勇担社会责任，保住千家万户

的“饭碗”，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保企业才能促发展。在企

业奋力自救的同时为它们纾困减负，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中国经济方能更给力，把座座青山连成希望的长城。

我们欣然看到，“欣然”正努力弹好“保”与“稳”、“进”与

“蓄”的变奏曲。③8

“欣然”的决定

为未来赋能的“设计之城”

郑州金融岛、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