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4岁人口为168.1万

15~64岁人口为784.4万

65岁及以上人口为82.6万
占
8%

占75.8%

占16.2%

郑州市常住人口地区分布

郑州

中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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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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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84.4

67.0

81.7

65.3

72.7

28.4

31.9

74.1

73.8

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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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刘宴男，男，29岁，中共党员，安阳县
公安局吕村派出所民警。乍一看，他的
脸上有些许的稚嫩，话不多，所有的事情
总是默默地压在心底。他扎根基层，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热心为民 迎难而上
吕村镇是河南安阳县东部重镇，辖

区情况复杂。2016年 12月，刘宴男临危

受命，被分配到吕村派出所临时接管户
籍工作，同时参与值班备勤、案件办理。
为了让每一个前来办理户口的群众能够
满意而归，刘宴男每天加班加点是常有
的事，同事们劝他多注意身体，他总是微
笑着说：“没关系，我年轻，顶得住。”

心细如丝 精准破案
2017 年冬天，吕村镇连续发生多起

入室盗窃案件，严重损害了群众财产安
全。刘宴男夜不能寐，仔细分析嫌疑人
作案特点，连夜逐个查看每起案件监控，
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杰。在将王
某杰抓获归案后，通过审讯锁定了其他
几名犯罪嫌疑人，将该盗窃团伙一网打
尽，辖区群众拍手称快。

舍小家顾大家 履职担当
2019 年国庆之际，刘宴男和爱人也

演绎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宣言：为安保推

迟婚期。本来和爱人约定在 2019年 9月
9日领取结婚证，可刘宴男一忙起来工作
竟然忘了时间，直到晚上才想起来。刘
宴男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后，在 9 月 19
日趁着休息时间到民政局和爱人领取了
结婚证。在安保任务开始初期，刘宴男
与同事协同配合成功劝投牛某英、张某
民、王某只三名逃犯，抓获历年逃犯郝某
房，出色地完成了国庆的各项安保任务。

R（张洁）

扎根基层无怨无悔 服务群众全心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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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2月28日10时起至2020年12月2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郑东
新区天赋路39号32号楼2单元2层11号房产（不
动产权证号：1401136494）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
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不参加不影响本次拍卖。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27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2月15日10时起至2020年12月1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赵**名下位于惠
济区金杯路10号11号楼1单元8层803号的房产
（产权证号：1501312836)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当
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
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27日

拍卖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王古洞铝土矿资源开
发利用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
下载方式、征求意见起止时间、回函联系方式公示如
下：环评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下载地
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R97CSc0jW-
zy9RdB-dFSbQ，提取码：f0x9。

征求意见起止时间：2020年11月28日至2020
年12月12日，公参意见表回函（电子邮件）地址：
738101352@qq.com。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8日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
王古洞铝土矿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共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
鉴于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商丘中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丘

中亚”）破产财产进行公开拍卖，现以公开谈判方式选聘第三方拍卖
服务机构。

一、谈判条件：商丘中亚破产财产公开拍卖服务机构选聘，已经
相关部门批准。采购人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商丘中亚化工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

二、项目概况：1.选聘拍卖服务机构目的：全程服务于商丘中亚
破产财产公开拍卖。2.拍卖标的概况：商丘中亚位于河南省商丘市
睢阳区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一家以环氧乙烷、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为
主导产品的化工企业。产品产能为6万吨/年环氧乙烷，12万吨/年脂
肪醇聚氧乙烯醚，2.4万吨/年聚羧酸盐系减水剂单体。拥有乙烯和
乙醇两条原料路线，锅炉、空分、醇醚、污水处理、双回路供电变电所
等公用工程。公司占地542亩，其中二期预留地200多亩。2013年
10月一次性投料试车成功，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三、付款方式：由最终拍卖成交受让方以现金或电汇方式支付。
四、最高限价：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取费标准（由《谈判采购文

件》约定）。
五、响应人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合

法有效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2.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纪
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3.近三年成功拍卖案例；4.本项目谈判截至日
期前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次谈判活动。信用信息查
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5.响应人具有省级及以上商务部门颁发的《拍

卖经营批准证书》和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颁发的《公物拍卖资格证
书》；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本项目具体工作内容及技术要求
详见《谈判采购文件》。注：响应人应在谈判响应文件中详细、完整地
提供“资格要求”中所需证件及资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

六、谈判报名：1.报名时间：2020年 12月 3日~4日，8:30~17:
30 ，截止时间为12月 4日 17:30。2.报名地点：郑州市航海中路99
号中都饭店1215号房间。报名时须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
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注明项目名称、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手机号码、电子信箱，以上资料均须提供1份加
盖公章的复印件）。

七、谈判采购文件的获取：1. 谈判采购文件售价：壹仟元
（￥1000.00），售后不退。

2.交纳地点及方式：现金交纳。交纳地点：郑州市航海中路99号
中都饭店。

八、谈判响应文件的递交：响应人于公开谈判当天2020年12月
6日上午9：00前携带密封的响应文件递交到谈判现场。谈判地点：
郑州市航海中路99号中都饭店2楼西多功能厅。

九、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谈判采购公告在《河南商报》发布。
十、联系方式：采购人：郑煤集团商丘中亚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联系人及电话：史先生，15037015785。
联系邮箱：zyhgpcglr@163.com
监督部门：由商丘中亚股东双方代表、债权人委员会主席组成。
电话：0371—87788356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商丘中亚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0年11月30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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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2019 年郑州全市共有 308.5
万户，常住人口为 1035.2 万，平均每户的人口为 3.4，比
上年增加21.6万，同比增长了2.1%。

这也是自 2018 年来，郑州市公布的常住人口第二
次突破千万，且在继续增长。2018年，郑州市常住人口
为 1013.6万，首次跨入千万人口城市行列，并超过南阳
市，成为河南省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

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772.1万，城镇化率

达到74.6%，比2018年提高1.2个百分点；乡村人口263.1
万，占25.4%，整体来看，郑州市城镇化率在逐渐上升。

作为打造郑州国际现代化的主要区域，从郑东新
区常住人口数量的变化中，也能窥探出城市发展的态
势。2015 年，郑东新区常住人口为 47.05 万，占全郑州
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不到 5%。而 2019 年，郑东新区人
口增长至 74.1 万，占比 7.15%，在 16 个区、县、县级市
中排名第 6 位，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

2019年郑州常住人口主要数据公报发布，郑州常住人口为1035.2万，金水区以133.3万人口居第一

郑州常住人口同比增长21.6万
与2018年相比，2019年郑州男女比例差距扩大、老年常住人口比重增长

2019年郑州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528.1万，占
比 51%；女性人口为 507.1万，占比 49%。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4.1，男性人口
比女性人口多出了21万。

而在2018年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
多了20.02万。男性人口为516.81万，占50.99%；女性人
口为496.79万，占49.01%。总人口性别比为104.03。与
2018年相比，2019年郑州市男性人口比重有小幅上升。

2019 年郑州市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168.1

万，占16.2%；15~64岁人口为784.4万，占75.8%；65岁及
以上人口为82.6万，占8%。与上年相比，0~14岁人口比
重上升 0.4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比重下降 0.8个百分
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老年常住人
口比重增长。

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017.9万，占 98.3%；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7.3万，占1.7%。同上年相比，汉族人
口增加19.2万，所占比重下降0.2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
人口增加2.4万，所占比重上升0.2个百分点。

2019年，在郑州全区、县、县级市排名中，金水区以
133.3万人口稳居第一，二七区以 84.8万人口位居第二，
而巩义市人口为 84.4万，以 0.4万的微弱差距排在了第
三位，惠济区、经开区、上街区分别以 31.1 万、28.4 万、
16.3万人口排在最后3名。

2018年，金水区同样以131.60万人口位居第一，人口数
占郑州常住人口的12.98%，巩义市以83.83万人口排第二，
二七区则以83.81万人口排名第三。与2018年相比，2019
年经开区和上街区位次保持不变，而2018年排在倒数第三
位的高新区，2019年以31.9万人口排名上升一位。

郑州市统计局发布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
主要数据公报，其中，郑州市常住人口为
1035.2 万，比上年增加 21.6 万，同比增长
2.1%。

在郑州全区、县、县级市中，金水区以133.3
万人口稳居第一。你猜，谁是第二？

河南商报见习记者 陈晟

连续破千万，郑州市人口同比增长21.6万

金水区人口排全市第一，巩义市被反超

男女比例差距扩大，老年常住人口比重增长

制图/韩露

2019年郑州各年龄段人口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