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特殊时
期医疗临床用血供
应和安全，昨日，郑
州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党委组织57名
党员志愿者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以实
际行动向社会传递
温暖、奉献爱心。

郑 报 全 媒 体
记者 董艳竹 摄

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
艳竹）昨日上午，2020年河南“最
美职工”发布仪式在河南省总工
会举行，10名优秀职工上榜。

据悉，为在全社会大力营造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激
励全省广大职工学习最美、争当最
美，从今年 2月份开始，省委宣传
部、省总工会联合开展了首届选树
宣传河南“最美职工”活动。活动

开展以来，各地各单位经过层层推
荐、组织审核、社会投票、专家评
审、媒体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了
10名河南“最美职工”。

他们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文
留采油厂地质研究所所长王库、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郑州机
务段动车运用车间动车组司机杨
震、河南豫光金铅集团研发中心
设计员王飞、信阳市财政局后勤

水电维修工黄琪龙、南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曹立颖、濮
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
华文、汝州市公安局三级警长基
层大队大队长程建阳、中信重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铸锻公司冶炼
车间 50吨电炉班班长杨金安、河
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肺功能康复
科主任黄志昂、圆方集团河南雪
绒花母婴护理有限公司月子会所
总经理助理海贝。

河南“最美职工”揭晓
10人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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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7月29日
1.郑港出〔2020〕7号（网）位于东海路以北、梅河路

以东，使用权面积：5262.51平方米，竞得人为中建二局
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交价为1896万元。

2.郑港出〔2020〕4号（网）位于冀州路以西、规划物
流六路以南，使用权面积：6928.85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
磊鑫物流有限公司，成交价为424万元。

3.郑港出〔2020〕5号（网）位于冀州路以西、规划物
流六路以南，使用权面积：2354.78平方米，竞得人为郑
州磊鑫物流有限公司，成交价为142万元。

2020年7月31日

中牟县自然资源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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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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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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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城中村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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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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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1日至 2020年 9月 4日 9
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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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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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号（网）地块需使用
复垦券 A券 54.434亩，郑政出〔2020〕36号
（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 12.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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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郑政出〔202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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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警官、
刘警官；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玉凤路 406
号；电话：0371-8992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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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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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

编号

郑政出〔2020〕
35号（网）

郑政出〔2020〕
36号（网）

土地位置

北三环路北、渠东路东

红专路南、经三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36289.38

44987.80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地下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商务金融兼容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餐饮、旅馆、娱乐（地下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1，＜6.0

＞1.1，＜7.9

建筑密度
（％）

＜28

＜47

建筑高度
（米）

＜100

＜150

绿地率
（％）

＞25

＞20

投资总额
（万元）

≥148569.06

≥238171.66

起始价
（万元）

76574

122642

熔断价
（万元）

114974

184042

竞地价
最高限价
（万元）

153148

245284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8287

61321

出让年限
（年）

70（50）

40、70（50）

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考季指南考季指南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为
满足更多农村学子上好大学的愿望，今年
高招，河南19所高校的地方专项计划拟在
全省招 1939人，单独设立录取批次，执行
本科一批分数线，通过相关资格审核的考
生均可选报。

地方专项计划，即地方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今年河南19所高校的
地方专项计划拟面向全省招1939人，包括

理科1552人，文科 387人。具体学校和招
生名额分别为：郑州大学理科 445，文科
95；河南大学理科 65，文科 45；河南农业
大学理科132，文科23；河南中医药大学理
科 40 人，文科 20 人；新乡医学院理科 15
人；河南科技学院理科 6人，文科 3人；河
南师范大学理科 185人，文科 65人；信阳
师范学院理科 15人，文科 10人；南阳师范
学院理科 8人；南阳理工学院理科 3人，文

科 2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理科 65人，文
科 45人；河南科技大学理科 90人；郑州航
空工业管理学院理科 64人，文科 16人；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理科 130人，文科 30人；
河南理工大学理科70人；河南工业大学理
科 96人，文科 18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理科
63人，文科5人；中原工学院理科30人，文
科10人；河南城建学院理科30人。

根据政策，地方专项计划单独设立录

取批次，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录取安排
在本科一批结束后，本科二批开始前进
行。今年我省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全省所
有农村考生实施，考生须本人及父亲或母
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我省农村。想
填报该类计划志愿的考生，须通过相应的
资格审核。目前，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名
单已经公示，可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
站查询。

19所高校地方专项计划拟招1939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
爱琴）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即日起，我市将针对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和关系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的重点商品和食品，开展
为期一年的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违法行为“铁拳”行动。

根据要求，“ 铁拳”行动将
重点打击口罩、防护服等与疫
情相关防护用品的假冒伪劣违
法行为；加强对注册商标专用
权保护，严厉查处伪造、擅自制
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
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以及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
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
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等行为；
围绕食品销售经营者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开展全面检
查，严厉打击销售来源不明、无
标签标识、无生产者、无生产日
期、无保质期、超过保质期、腐
烂变质食品和保健食品等；围
绕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
体 责 任 落 实 情 况 开 展 全 面 检
查，重点检查未取得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
食品生产活动，生产未按规定

注册、备案的保健食品，未经登
记或超出登记范围从事食品生
产的小作坊，生产非法添加非
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药品和
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以
及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的
食品，食品标签、说明书明示或
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及保
健功能等行为。

“铁拳”行动将加大对车站、
医院、校园周边、城乡结合部、农
村古庙会等重点区域的执法检查
力度，同时加强对网络销售行为
的监测和排查。

我市启动“铁拳”行动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省人大常委会
任免一批干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7月 31日，河南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任免一批干部。

决定任命:
王战营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王军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检察长。
任命：
刘志高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王静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史昶伟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
王少禹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庭长；
李红芬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庭长；
李继红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石文灵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吕达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监督庭庭长；
梅建桥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苏进平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监督庭副庭长；
赵旭安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董慧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

产权庭）庭长；
郝小丽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艳玲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邓燕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林慧慧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聂文峰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苏勉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贾志鹏同志的河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訾新建同志的河南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职务；
李剑非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

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王静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庭长职务；
王世科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职务；
吕达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职务；
常晖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
徐薇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职务；
李红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

判员职务；
史昶伟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江长涛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副庭长

职务；
苏进平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副庭长职务；
任宇、王艳玲、董威颉、苏勉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孙东杰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
齐曙光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

识产权庭）庭长职务；
聂文峰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姬于卫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

长职务；
赵旭安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王军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乔志华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薛金华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潘根成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周全红同志的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徐跃荣同志的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房管局发布物业消费警示
本报讯（记者 曹婷）昨日，郑州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

布物业服务消费警示，提醒市民要将物业服务作为购房参考的重
要因素、认真阅读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内容、了解物业服务费的起算
日期。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特别是物业服务企
业资质全面取消后，物业行业从业门槛进一步降低，物业服务行业
规模不断壮大，物业企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物业服务双方矛盾纠
纷不断增多。业主可通过网络查询、朋友口碑、物业企业已服务项
目实地考察等对物业企业进行深入了解，优先考虑购买企业规模
大、投诉量少、服务品质高的物业服务企业接管小区。

同时，《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一旦签字确认即产生法律效
力。当前郑州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临时管理规约》是作为
购房合同的一个附件同时签订，提醒业主在签字前务必认真阅
读合同内容。

一看合同约定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费是否与市房
管局网站公示的信息相一致；二看合同是否约定额外收费事项；三
看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内容和标
准要尽量约定得更细化，方便业主对物业服务质量的监督以及缴
纳物业服务费的周期。

我省集中整治影响营商
环境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记者从昨日举行的省政

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7月到今年年底，在全省开展影
响营商环境执法司法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

此次整治围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目标，聚焦影响营商环境尤
其是企业反映的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与推进法治建设、深化改革
创新、建强政法队伍结合起来，纠建并举、标本兼治，推动工作作
风实现新转变、执法司法质效新提升、法治环境实现新改观。

各地各单位将设立电话、开通网络平台、接受来信来访，受
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对全省各级政法机关办理的涉营商环境刑
事、行政、民商事及执行案件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存在的执法司
法问题；对标对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认真查摆问题短
板。对排查出的问题和案件，建立台账，逐项进行纠正整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有效监督“小微权力”

（上接一版）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要关口前移，紧盯集体“三资”
监管的薄弱环节、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基层党员
干部作风问题，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村组干部的常态，关
心爱护那些真心在基层干事创业的党员干部；要巩固成果，压紧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日常监督做在平时、抓在经常，
持续开展“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实现基层政治生态的“山清水
秀”；要严管厚爱，进一步提素质强本领，锻造忠诚坚定、担当尽
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纪检监察铁军，为郑州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纪律保障。

庚子年黄帝文化和黄河
文化网络论坛在郑举行
（上接一版）据悉，本届网络论坛在央视新闻移动网、新华社

现场云、今日头条、抖音、快手、微博以及郑直播平台与省市级媒
体平台同期播出。

副市长孙晓红、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专家学者及庚子年黄
帝文化网络论坛征稿获奖代表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