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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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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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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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郑政出
〔2020〕
32号（网）

郑政出
〔2020〕
33号（网）

土地
位置

豫六路
北、香
江路西

石化路
南、城
东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38684.81

45699.28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

城镇住宅用
地兼容商务
金融用地（地
下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
1.1，
＜2.5

＞
1.1，
＜3.5

建筑
密度
(％)

＜25

＜23

建筑
高度
(米)

＜100

＜100

绿地率
(％)

＞35

＞30

投资总额
(万元)

≥92163.61

≥130412.7

起始价
（万元）

41893

72647

熔断价
（万元）

62893

109047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83786

14529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0947

36324

出让
年限
（年）

70
（50）

70、
40

（50）

开
发
程
度

七
通
一
平

七
通
一
平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出〔2020〕
32号（网）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郑政
出〔2020〕33号（网）为储备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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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至
2020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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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2020
年8月13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

2020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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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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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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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A券58.027亩, 郑政出
〔2020〕33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
券46.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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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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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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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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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患儿出院，父母专门做了
一面锦旗

7月9日早上5点，在河南
省胸科医院小儿心外病区内，一
岁半的佳佳（化名）就醒了，喝完
奶后，她开始兴奋地玩起来。

“可能孩子也知道今天要
出院回家呢，开心。”抱着小佳
佳，妈妈宋女士笑着说。

佳佳是南阳淅川县九重镇
武店村人，从出生后就被诊断
为先天性心脏病，但是贫困的
家庭让孩子迟迟无法得到治
疗，2020年度大河报爱心行活
动启动后，驻村第一书记刘峰
立刻与组委会联系帮助孩子报
名。

6月11日，佳佳入住到河
南省胸科医院。由于当时孩子
发烧，所以调理一段时间后，6
月29日，佳佳顺利实施手术。

“因为孩子长期受疾病折
磨，十分瘦小，所以手术有很
大难度，但是因为准备充分，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省胸科
医院小儿心外病区主任谌启
辉说。

7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的

康复，小佳佳顺利出院。
“在医院内，我们住了28

天，没有花一分钱。”一提起孩
子的手术，宋女士难掩感激。

为了表达全家对医院的这
份感激，宋女士和丈夫商量后，
偷偷做了一面锦旗，在临出院
时，送给了医院。

“医院真的是给了孩子第
二次生命，谢谢你们。”握着河
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
小儿心外病区主任谌启辉的
手，佳佳的爸爸几度哽咽。

爱心继续，18岁以下的先
心孩子可报名

据统计，从6月10日至今，
2020年度大河报爱心行活动
共有57名孩子报名，其中6个
孩子，像小佳佳一样，已经顺利
实施免费手术，还有5个孩子已
经入院，近期准备手术。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一个
孩子生病，可能会使这个家庭
返贫致贫，所以帮助他们义不
容辞。”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袁
义强表示，救助困难家庭先心
病患儿是一个社会公益事业，
只要符合手术条件，有多少免
费救助多少。

先天性心脏病是先天性畸
形中最常见的一类，约占各种

先天畸形的28%，它的总体发
病率在8‰左右，我省是人口
大省，每年出生新生儿约120
万，这意味着我省每年新增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9000-10000
名。

目前，大河报“爱心行”活
动正在进行，凡是0至18岁困
难家庭先心患儿，无论是简单
先心还是复杂先心，均可向大
河客户端申请（有报名二维
码），也可拨打河南省胸科医院
救 助 热 线 进 行 报 名 ：
0371-65662729、65579055。

据了解，2004年，河南省
胸科医院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
展贫困先心病患儿免费救助活
动，并确保每一个被救助孩子
的医疗安全。也正是基于有这
样一支强有力的“心血管外科
天团”，医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社会资金和爱心企业的加入，
成为医院救助活动长期发展下
去的源源动力。

到目前为止，省胸科医院
救助的孩子远至新疆、贵州、四
川等地，已救助来自全国范围
内的9000多例先天性心脏病
孩子。

大河报爱心行“满月”
6名孩子已免费修心
18岁以下困难家庭的先心患儿可继续报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文 通讯员 徐紫渝 摄影 新媒体执行 刘金环

入院时怀揣着期待和紧张，出院时满身轻松和欢喜。6
月10日，大河报联合河南省胸科医院开展的2020年度“大
河报爱心行”正式启动，截至今天，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
内，我省共有57名先心孩子报名“爱心行”，其中，6名孩子
已经免费“修心”，还有5名孩子已经入院，近期准备手术。

您身边有这样的先心孩子吗？如果有，如果家庭困难，
那么，只要小于18岁，现在还可继续报名。救助先心病患
儿，帮助困难家庭，我们一起来努力。

扫码即可在线报名

河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小儿心外病区主任谌启辉收到患儿
家属送来的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