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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中牟县人民政府、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
税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中牟县国土资源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郑港出〔2017〕44、45号等 7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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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7年 8
月25日至2017年9月25日到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9

月25日12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9月25日
17时前确定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
为郑州航空港区郑港六路与郑港四街北400
米大运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招拍挂
大厅；挂牌时间为 2017年 9月 14日至 2017
年9月27日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
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三）竞买人须依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项目立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报批
手续。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371）86198269
86198826

联 系 人：王先生 梁女士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局

账号：246805186231
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航空港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局

账号：11014495723401
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局

账号：76220157400000062
开户行：浦发银行郑州东风支行
人民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局

账号：00000076998240020012-002
开户行：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外币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

账号：262434715949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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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7〕45号

编号

郑港出
〔2016〕95号

郑港出
〔2017〕28号

郑港出
〔2017〕39号

郑港出
〔2017〕44号

郑港出
〔2017〕45号

郑港出
〔2017〕46号

郑港出
〔2017〕47号

土地位置

郑港一路以南、郑港四街以西

通航路（郑港二路）以南、
长安路（郑港二街）以西

郑港一路以南、滨河西路以西

新港大道以西、树杞路（文乐路）以南

新港大道以西、树杞路（文乐路）以南

华夏大道（四港联动大道）以东、
苑陵路（新港十一路）以北

新港大道以西、
苑陵路（新港十一路）以北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6502.6

2034.0

46756.0

20069.2

46615.7

33340.2

33351.1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
（兼容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
（兼容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2.5

＞1.0，＜3.0

＞1.0，＜2.0

＞1.0，＜2.0

＞1.0，＜2.0

＞1.0，＜2.0

＞1.0，＜2.0

建筑密度
（%）

＜25

＜30

＜28

＞60

＞60

＞60

＞60

绿地率
（%）

＞35

＞35

＞35

＜20

＜20

＜20

＜20

建筑高度
（米）

＜80

＜100

＜60

＜40

＜40

＜40

＜40

出让
年限
（年）

70

城镇住宅用地70，
商服用地40

城镇住宅用地70，
商服用地40

50

50

50

50

起始价
（万元）

15222

642

12400

673

1562

1117

1118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5222

642

12400

673

1562

1117

1118

8月 24日 上 午 ，位 于 管 城 区 康 平 路 列 里 路 口 的
4101040664体育彩票销售网点门前锣鼓喧天，原来，体彩
郑州东区分中心正在这里进行中国体育彩票诚信网点授
牌仪式。

为什么要给4101040664网点业主贾军发授牌呢？贾
军发表示：“彩民张某在这买彩票已经有半年多了，因他经
常出差，会通过微信提前转款，由我帮他投注购彩。今年5
月份开始，张某选了5注排列5号码进行10倍守号投注，已
经买了两个多月。7月12日~13日虽然他没和我联系，也
没有提前转钱，但我依然给他投注。”

7月14日一早，贾军发发现昨天帮张某守号的彩票中了
10注头奖，总奖金高达100万元。贾军发立马与张某电话联
系，通知他来领取奖票。张某接到电话感到非常意外，表示自
己根本不知道守的号没付款也照打了，并且还中了100万元！

7月 14日下午，张某从外地赶回郑州领走了中奖票。
为表感谢，张某将一面锦旗送到贾军发所在网点。按照现
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不记名、不挂失，彩票兑
奖机构只认定中奖彩票持有者为彩票中奖者。当问及为
什么自己不去领这100万元大奖时，贾军发回答，“‘公开、
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是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作为一名
体育彩票网点业主，应该把‘诚信’作为第一原则，大奖如
果是我的，我不会放弃；不是我的，我也绝不贪取。”

得知此事后，将弘扬和传播社会正能量作为责任担
当的郑州东区分中心非常重视，决定授予 4101040664
体彩网点“诚信经营网点”称号，并向贾军发颁发纪念品
以资鼓励。 张二国

帮彩民守号击中100万元不昧大奖票
体彩郑州东区分中心给诚信业主授牌

《郑州市郑东新区晨晖路东、薛夏北街北A1-3街
坊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论证报告》由上海复旦规划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
办法》《河南省城市规划公示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现
对以上规划进行公示，详情请登录郑州市郑东新区管
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zhengdong.gov.cn/进行
查询。

本公示期为 2017年 8月 25日至 2017年 9月 4日
（7个工作日），若有异议请于2017年9月4日17:00前
将意见反馈至郑州市城乡规划局郑东新区规划分局。

反馈意见电话：0371-67179875
联系地址：郑州市熊儿河路才高街交叉口卫群大

厦南座1020室
邮政编码：450018

2017年8月25日

关于对《郑州市郑东新区晨晖路东、
薛夏北街北A1-3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论证报告》进行公示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李娜）8月 24日，郑州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郑州市 2016
年财政决算和 2017年 1~6月份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有关政府的“钱袋子”，
报告给说了个明白。

13个县（市）区财政收入两位数增长

根据报告，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收
入实际完成 540.8亿元，为预算的 51.5%，
增长13.3%；实际支出645亿元，为预算的
50.1%，增长23%。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县 (市）区财政
收入整体增长较快，13 家实现两位数增
长。1~6 月份，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18.8%，县(市)级增长 16.4%。从 15
家县(市)区分别来看，有 13 家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收入增速达
到 20%以上的有惠济区(43.3%)、上街区
(35.5%)、荥阳市(30.3%)、管城区(27.8%)、
经济开发区(24.4%)、高新区(21%)、二七
区(20.4%)、航空港实验区(20.1%)等共计
8 家;收入增速达到 10%以上的有新郑
市 (19.5% )、金 水 区 (18.7%）、登 封 市

(16.8% )、中 牟 县 (16.3% )、郑 东 新 区
(11.9%)等共计 5家。

民生支出依然是“大头儿”

根据报告，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全年实际完成 1011.2 亿元，增长
14.3%；全市一般公共支出 1321.5 亿元，
增长19.1%。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我市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市财政民生支出 1031.1 亿元，增长
18.4%，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8%。

其中，全市财政教育支出155.5亿元，
增长5.4%。全年市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36所，新增学位5万余个。

全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9
亿元，增长 10.4%；全市财政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支出86.6亿元，增长6.3%。

此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增长较快
的项目有：公共安全支出 25.5 亿元，增长
25.9%；教育支出 76.0亿元，增长 18%；科
学技术支出 8.9亿元，增长 61.8%；节能环
保支出 18.0 亿元，增长 75.3%；金融支出
1.1亿元，增长30.8%。

公益性体育场馆
全部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下午，市政协副主席李新有带领部
分市政协委员，对重点提案《关于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和完善体
育基础设施的提案》进行督办。

委员们一行先后来到惠济区古树苑健康主题公园、惠济区慧
雅公园户外全民健身中心，现场进行视察，实地了解我市体育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体育局对该《提案》
的办理情况进行了答复。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居民达到中等以上体育锻炼强度的
人数比例约为35.03%。此外，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已开工建
设，将于2018年竣工。郑州市北区市民健身中心，计划2018年底
建成；至2016年底，我市已建立体育健身站点总数4043个，市级
各类社会体育组织59个，县（市）区级各类体育组织304个；体育设
施开放率不断提高，我市的公益性体育场馆已全部对外开放，郑州
市市属学校开放率达70%，各县（市）区学校开放率均在80%以上。

市政协委员
督办重点提案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上午，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带领部
分市政协委员，对重点提案《发展音乐文化产业 打造郑州时尚
名片》进行督办。

吴晓君一行先后来到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郑州人
民广播电台进行视察，了解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

据了解，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共收到提案 874件，
经审查立案762件，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及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共筛选出12件提案作为2017年重点提案。其
中《发展音乐文化产业 打造郑州时尚名片》这一提案瞄准了我
市文化产业发展，希望通过以举办音乐节为载体，整合文化产业
资源，将郑州打造成时尚文化的大都市，提升郑州的文化气质。

针对该提案，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定
要找准定位，用市场发展的眼光，用发展文化产业的理念去入
手，真正地将音乐节这一活动打造成郑州的时尚文化名片。

13个县（市）区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
员 徐亚琼）记者昨日从航空港
区安监部门获悉，航空港区已有
80%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
人单位完成了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工作。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我
国为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
工作的监督管理而实施的制
度。国家规定，用人单位工作场
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
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
向所在地安监部门申报，并接受

安监部门的监督管理。
今年以来，航空港区认真贯

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及全市
职业健康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
神，多措并举推进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该区制定并下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确定全区工作推进计
划，明确了各办事处属地监管职
责。在此基础上，邀请省、市职
业卫生专家对全区各办事处职
业健康监管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各办事处人员随后分头深
入企业一线检查用人单位申报
工作，查看职业健康相关档案资
料和工作场所。

为及时掌握工作动态，该区
安监部门创建了职业健康危害
防治管理微信群，加强与各办事
处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在推进
过程中，他们及时向企业下发职
业健康宣传彩页、折页、职业健
康手册、书籍和光盘等材料，解
答用人单位在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过程中遇见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王红）8月 23日，
市总工会、市发改委、市环保局联合
发出通知，全市 2017年度“三比两
降”节能减排竞赛启动，在评比中优
胜集体（个人）优先推荐申报全市五
一劳动奖状（奖章）。

全市“三比两降”大赛竞赛主要

围绕“节能减排”的主题，旨在提升企
业、职工节能环保意识，通过发挥职
工聪明才智，运用科学手段，比管理
创新、比技术进步、比职工行动，最终
达到生产“降能耗、降排放”的目标。

大赛不设门槛限制，凡郑州市
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均可参赛，重

点抓好高能耗、高排放企业参赛。
对于比赛中涌现的优秀集体和技术
能手，除公开表彰奖励 20个“节能
减排竞赛先进单位”，80名“节能减
排技术标兵”之外，成绩特别突出的
还可以按程序申报郑州市五一劳动
奖状、五一劳动奖章。

安安全生产全生产 警警钟长鸣钟长鸣

“三比两降”节能减排竞赛启幕
优胜者可申报五一劳动奖章

航空港区八成相关企业
完成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王特）8 月 23 日上午，我市召开第
三季度防委联席会议，总结通报全
市商场市场、高层建筑和电气火灾
三个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同时安排
部署下步防火重点工作。

据悉，夏季消防检查工作部署

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结合本
辖区、本行业（系统）开展针对性排
查治理，排查和消除了一大批火灾
隐患。但从近期开展的商场市场、
高层建筑、电气火灾综合治理情况
看，形势仍不容乐观。会议要求，各
地、各部门要全面开展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要抓源头，
严格规划许可，严格工程审验；抓治
理，把易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作为
整治的重中之重；抓长效，建立消防
安全经理人和“楼长”制度，落实定
期维护保养检测制度，广泛运用技
防物防措施。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排查全面展开

检察机关部署
重点工作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张景林）昨日，市检察机关
召开全市检察长座谈会，总结今年前7个月的工作，部署下一
步重点任务。

今年 1 至 7 月，全市检察机关积极服务发展大局，紧
紧围绕开放创新，制定出台服务保障郑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 16 条意见。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共批准
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3025 人，提起公诉 5268 人。深入开
展职务犯罪侦防工作，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181 件 298
人，同比分别上升 19.1%、11.2%，其中贪污贿赂犯罪 133
件 205 人，同比分别上升 18.8%、13.3%；渎职侵权犯罪 48
件 93 人，同比分别上升 20%、6.9%。立案查处县处级以
上要案 17 人，同比上升 30.8%。

深化司法改革、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建设等依然是
下半年工作的“重头戏”。全市检察机关将严格落实入额必
须办案要求，加快推进人员分类定岗，狠抓检察官办案责任
制落实，加强监督制约和绩效考核，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
革，探索开展内设机构改革。同时，深入开展涉恐隐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积极开展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专项工作，突出
惩治涉众型经济犯罪，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和校园贷整治，持续开展查办环保领域渎职犯罪专项活动、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继续深入开展集中
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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