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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
芳）近期，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督导
组、市控尘办、市PM2.5专家组积极
贯彻全市2019年攻坚动员大会及第
11次、12次调度会会议精神，按照市
政府精准调度要求，不断强化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的督查工作。4月30
日至 5 月 5 日，检查发现问题 86 个，
其中较为严重问题53个。

问题一：
部分工地扬尘污染严重

一些区域因监管不到位，导致
部分工地思想认识不到位，施工管
理不规范，未严格落实“八个百分
百”，扬尘污染较为严重。如：管城
回族区南四环下穿徐兰高速线（郑
西贯通线）立交工程土石方作业时
湿法作业不到位，车辆无冲洗上路，
部分黄土裸露……

问题二：
工业企业管控不严

部分地区行业监管责任未落实
到位，导致工业企业内部扬尘污染
严重、生产线无备案、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不达标等问题突出。如：二
七区的河南盛天环保再生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现场路面积尘约5厘米，现
场建筑垃圾和物料未覆盖……

问题三：
道路扬尘问题较为突出

部分地区道路清扫未严格落实

到位，致使道路积尘，扬尘污染问题
较为突出。如：惠济区西三环向北
延伸至大河路交叉口附近，道路干
燥，积尘严重，过往车辆碾压尘土严
重……

问题四：
疑似使用黑渣土车

管城回族区豫一路道路工程项
目内部进行土方作业的 3 辆渣土
车，豫A8603B渣土车为郑州豪鹏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的，无行驶轨迹；豫

A7535V 渣 土 车 平 台 无 信 息 ；豫

A3516S为郑州润原土石方清运有限

公司的，无行驶轨迹。

处理：
该扣款扣款、该处罚处罚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督导组、

市控尘办、市 PM2.5 专家组根据问

题的严重程度，对近期市级督导检

查发现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对经开区十二大街待建工地等

3 个项目的所在政府实施财政扣款

10万元。

对管城回族区郑州人才公寓商

城苑项目等13个项目的施工单位依

法进行行政处罚，并依据信用评价

办法，对涉及企业扣分。

对二七区河南盛天环保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等 2 个项目的相关

单位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并依据信

用评分办法，对涉及企业扣分。

对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兴仁居
三号院项目二标段等25个项目的所
在政府实施财政扣款 10 万元，依法
对施工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依据信
用评价办法，对涉及企业进行扣分。

此外，对疑似使用黑渣土车的经
开区十五大街经南八路道路维修工
程等4个项目查明情况，如确属实，则
对相关项目进行处罚；依据信用评价
办法，对相关企业进行扣分；对渣土
车运营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建芳）近日，4 名违法在严管街上
行驶的渣土车司机被治安拘留。
郑州警方表示，将对渣土车等重
型货车交通违法行为采取更严厉
的处罚措施。

近段时间以来，渣土车等重型
货车闯红灯、闯禁行、逆行、上高架
桥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突出，存在
很大交通安全隐患，也造成环境污
染。4月29日，郑州市公安局、郑州
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等三局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严管示范路秩序管理的通
告》，对渣土车等重型货车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综合整治行动 。

通告规定，市政府启动重污染
天气的预警后，渣土车、水泥罐车仍
上路行驶的，由属地公安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从严处罚。通
告发布后，警方首次对渣土车违法
驾驶员进行治安处罚。

5月3日夜里开始，郑州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在郑州 14条严管示范
路开展查处行动。

连日来，警方相继查获了 42辆
闯入严管示范路的渣土车，在固定
证据后移交公安进行治安处罚。

近日，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
县分局举办了运动会，展示了环
保队伍奋发向上的良好风貌，丰
富了职工文体生活，增强了环保
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陈东省 万肖利摄影报道

渣土车闯入严管街
42名司机被拘留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告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界 址 土地用途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年）土地面积

（平方米）

50
新郑协
（2019）1号

孟庄镇孟港路西
侧、郑港四路北侧

东至：孟港路；西至：孟庄镇人民
政府土地、孟庄镇寺后张村土
地；南至：郑港四路；北至：郑州
君利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312.1
（地下最大投影
小于27310.97）

小于1.0 小于30%

孟庄镇孟港路东
侧、郑港四路北侧

郭店镇莲花路北
侧、规划东三路西
侧

东至：振兴南路；
西至：孟港路；
南至：郑港四路；
北至：孟庄镇人民政府土地

东至：规划东三路；
西至：郭店镇政府土地；
南至：莲花路；
北至：规划南四路

中小学
用地（A33）

图书展览
用地（A21）

50

50

建筑限高

新郑协
（2019）2号

新郑协
（2019）3号

新郑协
（2019）4号

薛店镇规划岗时路
南侧、规划东三路
东侧

东至：规划东二路；
西至：规划东三路；
南至：规划北三路；
北至：规划岗时路

44858.41
（地下最大投影
小于19977.95）

103705.35
（地下最大投影
小于97684.02）

38569.7
（地下最大投影
小于34382.12）

中小学
用地（A33）

中小学
用地（A33）

小于1.0

小于1.0

小于1.0

小于30%

小于30%

小于30%

大于35%

大于35%

大于35%

大于35%

小于40米
（项目实施前需征求
航空部门意见）
小于40米
（项目实施前需征求
航空部门意见）

小于60米

小于24米 5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新郑市2019年供地计划，新
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协议方式出让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其他详细规划指标及建筑要求，可到新郑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

二、受让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提出用地申请。

三、用地申请登记

申请人自2019年5月10日9时起至2019年
6月10日17时持意向申请书、营业执照副本、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为

自然人的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
有关文件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书面用
地申请。

至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6月10日17时整，若
上述宗地的单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且只有一个
意向用地者，则该宗地采用协议方式出让；若单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则
该宗地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四、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路交叉口华

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 系人 ：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联 系人 ：司先生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5月10日

铁腕治污铁腕治污 保卫蓝天保卫蓝天

督导组督查环保 发现86个问题
涉及县、区政府被财政扣款10万元，施工单位被行政处罚，企业被信用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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