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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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出〔20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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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招标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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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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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1日至 2019年 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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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市招标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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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招标局）
交易系统（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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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20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

2019年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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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相关资料（详见挂
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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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资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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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号（网）地块在国家安全控制区
内，竞买人在竞买前必须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
见书（联系人：周警官；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4号润
华商务E座南侧一楼；电话：0371-63577708）。

(五)郑政出〔2019〕3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
98.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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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挂钩办

办理相关手续。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 系 人：陈先生、邹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与工人路向西100

米路南新蒲大厦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张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2019年1月11日

编号

郑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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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网）

土地位置

景怡路北、贺庄新街东

使用权
面积
（m2）

65510.54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地下为交通服务场站）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1，＜2.4

建筑密度
（％）

＜25

建筑高度
（米）

＜44、47、50

绿地率
（％）

＞35

投资总额
（万元）

≥129460.03

起始价
（万元）

64871

熔断价
（万元）

97471

竞地价
最高限价
（万元）

12974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2440

出让
年限
（年）

70（地下50）

开发
程度

六通一平

（上接一版）金正恩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年初百忙之际接待我们访华，
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
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致以
亲切的节日问候。在总书记同志的悉
心关怀下，去年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
度，谱写了新篇章。我此次访华，就是
希望以两国建交 70周年为契机，同总
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统友谊、加强朝
中交流合作深入交换看法，推动朝中友
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极评
价朝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
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示去
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当前，
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经形成，谈下去
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和
共识，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
史机遇。中方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
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
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
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
切。希望朝美相向而行，中方愿同朝方
及有关方一道努力，为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
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

现缓和，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
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朝
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为朝美领导人第
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
努力。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
方合理关切，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
面解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习近平
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
7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飞跃。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和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奋勇前进。朝鲜劳动党实施新战
略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
示了朝鲜党和人民爱好和平、谋求发展
的强烈意愿，得到了朝鲜人民的衷心拥
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中方坚定
支持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
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相信朝鲜人民一定会在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我在过去不到一年时
间里四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印
象深刻。朝方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十
分宝贵，希望多来中国实地考察交流。
相信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
就，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朝鲜劳
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
战略路线，并为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
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并
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
金正恩。习近平积极评价金正恩这次
访华的重要意义，回顾了中朝友好交往
历史，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
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两党两国关
系，共同书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共
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新
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视朝中关
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愿与中方一
道，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在
新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谊更加辉煌的
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
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恩
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9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亦庄分厂，实
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现代化中药
加工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书记蔡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等出席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
部长金英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
委员长朴泰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
相李勇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
武力相努光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陪同
金正恩访华并出席有关活动。

新华社平壤 1月 10 日电（记
者 程大雨 江亚平）朝中社 10 日
在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
华消息时，对此次访问予以高度
评价，认为这是朝中友好团结史
上又一大事，在维护朝鲜半岛和
平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朝中社当天对金正恩访华过
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在报道最
后表示，在朝中两国人民和国际
社会的巨大关心下，新年伊始朝

鲜最高领导人同志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行的访问，是朝中两党两
国间友好团结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的又一大事，是在进一步强化朝
中最高领导层的战略沟通和维护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具有重大
意义的历史契机。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1月 7日
至 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 1月 10 日电（记
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度评
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中朝
迎来建交 70 周年之际、新年伊始
对中国进行访问，中方愿同朝方保
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
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
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陆慷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主席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深入
友好的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就
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
还通报了各自国内的形势。

他说，中国党 和 政 府 高 度 重

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
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
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在
双 方 共 同 努 力 下 ，中 朝 关 系 在
2018 年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
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的
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
于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
坚定意志。

“中方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
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
得新的发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
荣作出积极贡献。”陆慷说。

外交部：中方高度评价金正恩
在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

朝鲜媒体高度评价金正恩访华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熊丰）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近日
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
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提升对公共交通安全秩序的法律保障
力度。

近年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夺方向
盘、殴打驾驶人员等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时
有发生，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有的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不容忽视的公
共安全问题。特别是2018年重庆市“10·28”
公交车坠江事故发生后，引起全社会强烈关
注，加强公交司机安全防护、严惩妨害安全

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呼声高涨。为依法惩
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全面汇总分析近年来妨
害安全驾驶刑事案件的发案数量、涉案罪
名、判处刑罚、行为表现、案发环境、危害后
果等情况的基础上，起草印发了《意见》。

《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
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
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对于乘客实施“抢夺
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
人员”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
为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

罚，并强调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
不得适用缓刑；具有“持械袭击驾驶人员”等
几类特定情形的，予以从重处罚。乘客针对
其他人员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妨害交通运营
秩序、影响行车安全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
适用寻衅滋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意见》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处置妨害安全驾驶违
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通秩序的，以妨害
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
务的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同时，鉴于实
践中少数驾驶人员与乘客发生纷争后不能

理性应对，而是违规操作或者擅离职守与乘
客发生冲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意见》规
定对实施此类行为的驾驶人员按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此外，为鼓励
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务人员和乘客与妨害安
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及时制止侵害
驾驶人和乘客的行为，采取紧急措施避免严
重危害后果发生，《意见》还就正当防卫、紧
急避险作出了原则规定。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综合考
虑公共交通工具行驶速度、通行路段情况、
载客情况、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严重程度及
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大小、行为人认罪悔
罪表现等因素，全面准确评判，充分彰显强
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同时，要
强化宣传警示教育，通过发布案件进展情
况、以案释法、褒扬见义勇为行为等方式，向
全社会传递公安和司法机关坚决惩治妨害
安全驾驶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提升公众的
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新华社北京1月 10日电（记者 熊丰）
公安部日前部署各地公安机关总结经验、
分析研判形势，切实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
对以暴力方式影响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安全
驾驶的，一律依法立案侦查，对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记者从 9日至 10日在京召开的全
国公安机关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现场经验
交流会上获悉的。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深刻反
思重庆万州“10·28”公交车坠江事件等一
系列典型案件，找准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
题，全面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公交车安全防
范体系。要全面推进公交车安装驾驶区隔
离设施，推动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通过
出台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多种
形式，统一安装标准，明确技术要求，抓紧
组织实施。要严格落实公交车乘务管理人

员配备要求，加强培训管理。要按照最高
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出台的有关指导
意见，狠抓执法打击，切实教育警示公众、
震慑遏制犯罪。对以暴力方式影响正在行
驶的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一律依法立案侦
查，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拘
留等治安管理处罚。要切实提升公交车司
乘人员防范处置能力水平，规范应急处置

操作规程。要加强防范教育、群防群治、警
示宣传，努力引导公众树立“平安公交人人
有责”理念。

同时，要推动落实市县党委政府领导
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运营企业主体
责任，确保各项措施按要求、时限落实到
位；推动将公交车安全防范纳入综治考评，
对因防范措施不落实，导致发生重特大案
事件的地区，提请实行一票否决。

抢方向盘打司机 严惩不贷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
剑指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随着农村改革发展和
形势任务的变化，1999 年 2 月中共中
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
求和实践需要，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通知指出，当前，农村改革不断深
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新时代乡
村全面振兴，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党的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
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通知强调，《条例》是新时代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遵循。各级党
委（党组）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
领导地位不动摇，特别是县级地方党委
要把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
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采取有
力措施，强化责任保障，推动《条例》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学习宣传，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手机、网络等媒
介，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使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
《条例》精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村
党支部，使其全面掌握《条例》内容，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
来，真正贯彻落实好《条例》。要组织开
展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教育课程，对县、
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专题轮训，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抓
农村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决《条
例》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题。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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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以暴力方式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一律立案侦查
全面推进公交车安装驾驶区隔离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