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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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号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
源局、中牟县国土资源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
让郑政经开出〔2018〕01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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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出让地块为储备用地。产业准入条
件属于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电池制造中
锂电子电池制造；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鼓励类、允
许类项目。项目建设相关指标详见挂牌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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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现场挂牌方式出
让，采用价高者得方式确定竞得人。本地块
含地下空间（具体内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18年4月25日至2018
年 5月 25日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02
房间领取挂牌出让文件。于 2018年 5月 15
日至 2018年 5月 25日 17时到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502房间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
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年 5月 25日 17时
（以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应在 2018年 5月 25日 17时前提
交材料完毕，过期为无效申请。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将在 2018年 5月 25日 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报价
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时间：2018年5月15日至2018
年5月29日9时；

（二）挂牌地点：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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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关于项

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序的有关规定以
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七、联系方式及人民币银行账户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联系地址：经开第八大街与经南三路交

叉口西北角国龙商务1310室
联系电话：0371-60806989
联系人：闫先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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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
开户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郑州银行经开区支行
99501880106694879
开户行：工商银行陇海路支行
1702021538000001142
开户行：建设银行秦岭路支行
41050167670809666666
开户行：中原银行工人路支行
410114010150000402
开户行：华夏银行建设路支行
15552000001022415
开户行：招商银行农业路支行
371905509410708
开户行：浦发银行红专路支行
76060078801700000003
开户行：中国银行文化支行
254654233578
开户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699909315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中牟县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4月25日

编号

郑政经开出
〔2018〕011号

土地
位置

兰心东路以南、
鹏程大道以西、
蓝湖街以东、
浔江东路以北

使用权
面积
（㎡）

163896.11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

＞60

建筑高度
（米）

生产性建筑＜40，
非生产性建筑＜80

绿地率
（％）

＞10，＜2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260

起始价
（万元）

853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8530

出让
年限
（年）

5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闫子
敏）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4日在回答有关
朝鲜重大交通事故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感
谢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亲赴中国驻
朝鲜大使馆表达慰问之情并专程赴医院
看望受伤的中国公民。

陆慷在 24 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说，22日夜，朝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

32名中国公民和 4名朝鲜公民遇难。朝
鲜政府对此高度重视，23日一大早，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专程赴中国驻朝鲜
大使馆表达慰问之情。金正恩委员长对
这次交通事故造成大量中国公民伤亡深表
痛心，并请李进军大使向习近平总书记、
向中国党和政府、向伤亡人员及家属表示
诚挚慰问。当晚，金正恩委员长还专程到

医院看望 2名受重伤的中国公民，表示朝
方将全力救治，并配合中方做好事故善后
工作。“中方感谢金正恩委员长亲赴中国
驻朝鲜使馆慰问并专程赴医院看望受伤
的中国公民”。

陆慷表示，此次不幸事故发生后，中
方第一时间协调朝鲜有关方面全力开展
救治、善后和事故调查等工作。朝方各相

关部门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朝鲜党和国
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赴事故现
场和医院指挥抢救及事故处置。

“目前，包括外交部工作组及中国驻
朝使馆在内的中方团队与朝方各相关部
门围绕此次事故处置保持着紧密的协调
配合。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我们会及时通
报。”陆慷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就中国游客重大伤亡事故向中方表示慰问

外交部：感谢金正恩委员长亲赴慰问看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表《2017年美国

的人权纪录》《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
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遭受严重侵犯、
系统性种族歧视加剧社会撕裂、美式民主存在严
重弊端、贫富分化现象持续恶化、特定群体遭受歧
视和人身侵犯、继续粗暴侵犯他国人权等部分，约
1万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共计9000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国务
院发布《2017年国别人权报告》，继续扮演“人权
卫士”，以道德裁判官自居，对他国国内事务和人
权状况横加指责，妄言谬评，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
有美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完美的。回顾2017年，稍
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发现，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
依旧劣迹斑斑，并呈持续恶化的趋势。

人权纪录举例说，2017年10月1日晚，拉斯
维加斯发生美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枪击案，造
成近60人死亡、800余人受伤。2017年8月，一
些白人至上主义者聚集夏洛茨维尔市，高呼纳粹
口号，举行被称为“几十年来最大的仇恨聚会”。

■美国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
《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既有的

种族歧视问题未见缓解，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社
会对立加剧，种族冲突频发。

关于种族关系，《人权纪录》指出，盖洛普网站
2017年 3月 15日发布的民意测验数据显示，42％
的美国民众表示对美国的种族关系感到极度担忧，
比2016年高 7个百分点。这是该数据连续第三年
大幅增加，也是盖洛普调查17年来的最高纪录。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的种族仇恨犯罪创近
年新高。美国联邦调查局2017年 11月 13日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共发生6121起仇恨
犯罪，达到了近年来未曾有过的高点。

■美国枪支泛滥导致枪击事件高发
《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枪支泛

滥导致枪击事件持续高发。
《人权纪录》介绍，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至

少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称他们的家庭有过枪支。
美国联邦调查局《2016 年美国犯罪报告》显示，
2016年 73％的凶杀案涉枪。美国枪支暴力档案
室《2017 年枪支暴力伤亡统计》显示，截至 12 月
25日，2017年美国共发生枪击事件 60091起，共
造成15182人死亡、30619人受伤，其中大规模枪击事件338起。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
《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无

家可归者生活悲惨。
《人权纪录》说，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基尼系数

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的。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
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财
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联合国贫困和人权监测机
构指责美国领导人试图把这个国家变成“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冠军”。

■美国儿童权利保障状况堪忧
《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儿童人身权利面临严重威

胁，贫困儿童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2017年 7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6 年度美国发生的针对 10 岁及以下儿童的人身伤害案件达
68068起，针对 11岁至 15岁儿童的人身伤害案件达97588起，针对 16
岁至 20岁青少年的人身伤害案件达159963起。其中涉及性侵犯罪案
件共发生83611起。

■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造成他国大量平民伤亡
《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造成他国大

量平民伤亡。
《人权纪录》指出，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人权

纪录》援引《纽约时报》网站 2017年 6月 19日报道称，美国政府“全面
授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和使用多少武力，却
放松对平民伤亡的监督、调查和问责，导致平民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此外，《人权纪录》指出，美国还制造网络战争工具，肆意侵入他国
网络实施监控。

《人权纪录》援引维基解密网站消息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侵入
巴基斯坦的移动网络，并一直在监视该国数百个 IP地址。“零对冲”网
站 2017年 5月 14日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创建了一个被称为“绝命武
器”的网络战争工具，它可以使任何人从后门溜入任何计算机系统。这
一工具被黑客组织利用制作勒索病毒，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恶意网络
攻击，劫持了全球20万个计算机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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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商定首脑会晤流程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23日说，韩国和朝鲜代表当天在板门

店举行实务会谈，商定首脑会晤流程。会晤将于 27日上午开始，韩国
总统文在寅将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和宴会。

流程出炉 青瓦台首席宣传秘书权赫基23日说，韩朝双方代表当

天早些时候在板门店举行第三次实务会谈，敲定27日首脑会晤具体流程。
权赫基说：“韩朝已就首脑会晤的礼宾、警卫和媒体报道等事宜在

板门店举行三次实务会谈。今天，我们达成了最终协议。”
按权赫基的说法，双方商定首脑会晤定于 27日上午开始，文在寅

将为金正恩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和宴会。双方一致同意以朝方一侧的
“板门阁”为起点安排韩方记者电视直播或采访，即朝方允许韩方记者
向北跨过军事分界线入境采访。

双方同时商定，尽早确定和交换首脑会晤出席人员和随行人员名
单。权赫基说，韩朝代表团负责人已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

三场彩排 本月4日，韩朝代表举行第一次实务会谈，会谈内容

未向外界公开。在18日举行的第二次实务会谈中，双方商定首脑会晤
的主要环节将电视直播。

韩联社报道，上述三次实务会谈中，韩方由国家情报院第二次长
（副院长）金相均率团，成员包括权赫基、总统府礼宾秘书赵汉起、警卫
处副处长辛容郁（音译）和国政状况室主任尹建永。

按韩联社的说法，韩方24日将在首脑会晤现场举行演练，25日将与
朝方先遣队联合排练，26日将举行韩方6名随行人员参加的彩排活动。

这次会晤将是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2000年和 2007年，韩国时
任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分别前往平壤，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会晤。 新华社特稿

二战后与欧
洲的盟友关系，一
直是美国对外政
策的一块重要基
石，但特朗普政府

上台以来，从公开宣称北约
“过时”到反对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从

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到宣称美国驻以色列使馆
迁址，再到威胁推翻伊核协
议，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
先”屡次冲击欧洲。

在 此 背 景 下 ，与 特 朗
普 建 立 起 较 好 私 人 关 系
的 马 克 龙 被 欧 洲 人 视 为

“特朗普低语者”，意为他
能 私 底 下 劝 说 特 朗 普 改
弦 更 张 。 但 在 多 个 问 题
上 ，大 西 洋 两 岸 分 歧 巨
大 ，美 欧 裂 痕 日 益 加 深 ，
双方渐行渐远，恐怕已是
不争的事实。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马克龙展开访美行程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3日下午抵达华盛顿，开启为期3天的访美

行程。据报道，马克龙此访除巩固法美双边关系外，还将就伊朗核协议、钢
铝关税、叙利亚问题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

在当前美欧关系经历波折、多头分歧严重的背景下，马克龙访美受到特
朗普的诸多礼遇，更被欧洲人寄予厚望。但分析人士认为，美欧在多个问题
上分歧严重，取得重大外交突破的难度很大。

抵达当晚，马
克龙夫妇在特朗
普夫妇邀请下，一
同乘坐直升机，前

往位于华盛顿以南约 30 公
里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
盛顿故居弗农山庄参观并共
进晚餐。随后的两天访问

中，马克龙将与特朗普举行
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并
参加国宴，马克龙还将在美
国国会发表演说。

尽管受到特朗普的高规
格礼遇，但马克龙此访要谈
的话题却不轻松，有媒体将
此访称为“灭火之旅”。马克

龙预计将努力劝说特朗普不
要退出伊核协议，不要轻易
从叙利亚撤出、在 5 月 1 日
对欧盟钢铝加征关税豁免期
结束后继续豁免关税等。有
媒体认为，劝说特朗普重归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也是马
克龙此访目的之一。

新闻
事实

特 朗 普 上 台
后，与欧洲领导人
关系趋紧，唯独与
马克龙关系密切，
特朗普去年还应邀

出席法国国庆节的阅兵仪式。
不过，美法两国在贸易

关税、气候变化、伊核等问题
上分歧依旧明显。法国知名

智库蒙田研究所地缘政治特
别顾问、法国前驻叙利亚大
使米歇尔·杜克洛认为，马克
龙有可能说服特朗普延期执
行制裁，但让对方在协议中
期前景上达成根本性妥协困
难很大。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上
台后，法国已在一系列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显现主动。与美
英两国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
击，在欧洲大国之间就多个问
题进行斡旋，提出欧盟改革的
宏大蓝图等，这都显示出法国
正试图通过外交重新加强在
欧洲的传统主导地位。此次
访美，也是马克龙为提升法国
地位而进行的一次努力。

4月23日，
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美国总统
特朗普（左一）
与夫人梅拉尼
娅（右一）欢迎
到访的法国总
统马克龙（右
二）与夫人布丽
吉特。

新华社发

美国田纳西州枪案嫌犯落网
经过大约150名地方和联邦执法人员36小时大搜捕，在美国田纳

西州首府纳什维尔一家餐馆枪杀4人的男子23日傍晚在住所附近落网。
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显现“精神不稳定迹象”，作案动机不明。
嫌疑人特拉维斯·赖因金，现年 29岁，来自美国北部伊利诺伊州，

去年秋天搬到纳什维尔。法庭文件显示，赖因金23日正式受到4项杀
人罪名指控，保释金 200万美元。被捕后，赖因金一直没有开口，已请
求律师协助，定于25日出庭。

警方发布的照片显示，赖因金身穿破烂的暗红上衣、牛仔裤，肩部
有抓痕，看上去有些疲惫。在他的黑色背包里，警方发现一把银色半自
动手枪、点45口径子弹、手电筒和手枪套。

纳什维尔警方发言人唐·阿伦说，赖因金落网后先被送往医院接受精
神评估。他“过去数月出现精神不稳定迹象”，尚未确定他的作案动机。

法新社报道，赖因金最近被当地一家起重机企业解雇，理由是出现
偏执情绪。 新华社特稿

多伦多警员生擒驾车撞人凶嫌
加拿大多伦多市一名警员23日与一名涉嫌驾车撞人的男子紧张对峙，

在对方声称有枪的情况下，没有开枪，生擒嫌疑人，获得同行和网民称赞。
当地时间13时30分左右，那名男子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这座加

拿大最大城市的繁华商业街“央街”连续撞人，导致10人丧生、15人受伤。
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一段录像显示，警方截停货车后，一名警员

在街道中央用枪指着已下车的嫌疑人。后者喊道：“杀了我！”警员说：
“不，趴下！”嫌疑人说：“我口袋里有枪！”警员回答：“我不在乎。趴下！”

这名警员和同事没有开枪，连续喝令，最终逮捕那名男子。
“显然，那名嫌疑人想要被杀死，他的确想借警察之手自杀。”有34

年警务经验的加拿大骑警队退休警官加里·克莱门特说，而警员的应对
方式“非常成熟”。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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