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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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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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9日至2019年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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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月 29日至 2019年 12月 13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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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38.039亩，郑政出〔2019〕84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
券 51.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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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
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郑政出〔2019〕83号（网）地块应采
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具体控制指标详见郑节装土储函
〔2019〕15号，根据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征求C〔2018〕131

号宗地装配式建筑控制指标意见的复函》要求，郑政出
〔2019〕84号（网）地块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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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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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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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5号

编号

郑政出〔2019〕
83号（网）

郑政出〔2019〕
84号（网）

土地位置

科技路南、杜庄街西

科技路南、天山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25359.29

34601.47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地下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城镇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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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建筑密度
（％）

＜20

＜23

建筑高度
（米）

＜60

＜80

绿地率
（％）

＞35

＞35

投资总额
（万元）

≥60462.05

≥87793.68

起始价
（万元）

27998

39792

熔断价
（万元）

41998

59792

竞地价
最高限价
（万元）

55996

79584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4000

19900

出让
年限
（年）

70（地下50）

70（地下50）

开发
程度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本报讯 11 月 8日，2019“走进黄河”集
中采访活动在黄河博物馆启动。郑州是此
次集中采访活动第一站。

当日，来自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和省会相
关媒体的数十名记者先后来到黄河花园口
记事广场、黄河博物馆、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等处进行实地探访，了解黄河保护治理和黄
河水资源利用整体情况以及黄河郑州段生
态保护治理、引黄供水等方面的情况。

在采访现场，不少媒体同行表示，在记
者节参加“走进黄河”集中采访活动很有意
义，自己将认真记录黄河变化，用心弘扬黄
河文化，用情讲好黄河故事，以实际行动助
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20年不断流 中游水土
流失区域近半得到治理

在黄河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记
者们通过参观各类展品和文图资料，详细了
解黄河的自然地理概况、黄河的地位和重要
性、历史上的黄河治理情况、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治黄成就等方面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黄河治理开发事业在黄河防洪、水资

源利用、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上拦下排，两
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实现了黄河 70年
岁岁安澜。

据介绍，黄委会通过采取国家统一分配
水量的措施，根据黄河蓄水情况和沿黄各省
区的用水需求，把黄河水资源按照一定的用
水指标进行合理分配，优先满足生活用水，
再满足生产、生态用水。水量实施统一调度
20 年来，黄河已经向沿黄各省区供水超过
6000亿立方米。在保障黄河20年不断流的
同时，确保了沿黄各省区的用水安全。

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面积约 45万平方公里。通过采取
造林、种草等植物措施，顺坡耕作改为横坡
耕作等农业耕作措施，建设旱作梯田、淤地
坝等工程措施，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已经治
理的面积为 22万平方公里。如今，黄土高
原的主色调已经由“黄色”变为“绿色”。据
悉，水土保持措施为黄河下游每年平均减少
入河泥沙4.35亿吨，有效改善了河床抬高的
局面，为黄河岁岁安澜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州着力打造沿黄生态长廊

黄河郑州段河道全长 160公里，流经巩

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城区的惠济区、金水区

和中牟县（含郑东新区）5个县（市、区）。近

年来，郑州河务局积极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

理，着力打造沿黄生态长廊。

据了解，郑州河务局以标准化堤防为依

托，努力营建生态和谐的工程绿化体系。通过

在堤顶道路两侧行道林栽植观赏性树种，在背

河淤背区栽植经济林，在临河
区域发展防浪林带，形成了以
黄河大堤为主轴，以防浪林、
适生林、护堤林为主的生态风
景线，构筑了一条沿黄绿色生
态长廊，同时，将防洪工程的
生态效用、休闲旅游功能与郑
州市城市生态发展需要充分
结合，积极发挥花园口等重点
区段优势，争取地方政府投资

共同打造沿黄生态景观线，形

成了优美的生态景观，吸引了

不少郑州市民前往休闲娱乐、

观光旅游。

2016 年以来，郑州沿黄

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黄河河道综合整治行动，

依法拆除黄河河道内渔家乐、农家乐、仓储

大棚、养殖场、违法化工厂等违法构筑物与

设施，黄河生态逐步得到修复。

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目前，郑州正在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离不开有力的“水支撑”。黄河是郑州

市主要的过境河流，黄河郑州段共有供水口

门（涵闸）九处，黄河主要为郑州的工农业生
产、城乡居民用水和生态水系供水，对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近年来，受黄河上游来水偏少、主河床下

切等因素影响，郑州辖区内引黄涵闸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引水困难。郑州河务局结合地方
需水情况和涵闸工程引水现状，依靠争取上
级工程建设项目和引导地方财政资金等措
施，重点推进涵闸的改建和应急泵站的建设
项目，完成了花园口引黄闸降闸底改造工程
的落实、建设赵口东渠、三刘寨闸两座移动浮
船泵站等。目前，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已
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一批涉及郑州黄河供
水的重大水利项目及生态建设工程正在推
进。黄河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为郑
州农业增产丰收、工业生产和生态水系建设
等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文 丁友明周甬 图

感受黄河变化讲述黄河故事

11月 8日，记者节。
上午 8 点 30 分，在省肿

瘤 医 院 三 楼 造 血 干 细 胞 采
集中心内，我见到我的采访
对象，一名中年男子身着蓝
色衬衫，躺在病床上与周围
的人谈笑风生，两个手臂各
自连接着导管，右臂静脉处
的 血 液 正 通 过 导 管 缓 缓 流
到血细胞分离机中，其他血
液 成 分 则 通 过 左 臂 导 管 回
输体内。

这名正在进行造血干细
胞捐献的男子名叫袁金宝。
今年 2月，他接到了郑州市红
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
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
他毫不犹豫同意了捐献，而这
时袁金宝的爱人也怀上了他
们的第二个爱的结晶。

就 在 他 11 月 4 日 在 医
院做捐献准备的同时，他的
爱 人 也 因 预 产 期 提 前 住 进

了医院。
放心不下的袁金宝在捐献

过程中，给爱人打了好几通电
话，“我想捐献结束后，尽快赶
到爱人的医院，但是她一直说，
让我不用着急，先好好休息。”
袁金宝深情地说道：“我妻子很
支持我，她理解我在这儿是在
挽救其他孩子的生命。”袁金宝
的救助对象远在上海，是一个
仅两岁大的男孩。

在河南，像袁金宝这样
“舍小家”的捐献者不在少数，
今年 10月 15 日，河南两名志
愿者同时捐献造血干细胞，使
河南成为全国 31个省（市）首
个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
献达到 800例的省份。

记者节对我而言是平凡
的工作日，但也提醒着我工作
的不平凡，我也将继续抱着对
生命保持敬畏，对工作保持严
谨的态度继续前行。

对生命保持敬畏
对工作保持严谨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探访交通违法整治

希望文明出行
成为一种习惯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守初心守初心 担使命担使命 强四力强四力
2019.11.8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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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 2020 年春节前的“交通违法集
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正在我市如火如荼地
进行，身边的交通不文明行为是否得到遏
制，管理者又是如何治理的？11月 8日记者
节当天，记者来到有着高铁东站“北大门”之
称的心怡路金水东路现场采访。

心怡路金水东路是进入高铁东站的一
条主要通道，加之周边写字楼林立，人流车
流相对密集。

然而也因为车流、人流量大的原因，行
人闯红灯、翻越护栏、非机动车违法载人、机
动车违法乱停等交通不文明现象曾在这里
频现。

11月 8日中午 12点，记者看到路口 3名
交警仍在执勤，他们有的在指挥机动车通行，
有的在管控非机动车、行人是否按线候灯。

现在正值人们下班“午高峰”，不少回家、
就餐的市民途经于此，不过交通环境在激增
的人流、车流冲击下仍然秩序井然，电动车违
法载人几乎见不到了，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
成了极个别现象，翻越护栏的基本绝迹。

交警杨帆介绍说，在交通违法整治行动
中，部分群众忘记身份证号码或怀有侥幸心
理拒不提供身份证号的情况非常多，对此，他
们警务通新增了人脸识别系统，只要对当事
人进行人脸信息采集，几秒钟后，经比对，系
统就会显示出违法当事人信息，之前的交通
违法行为也一目了然。

据杨帆介绍，该系统可在十秒内完成标
本照片在全省约一亿人的数据库里的对比运
算过程，按照相似度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序，帮
助民警快速确认当事人身份，大大提升了执
法效率，为交通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科技
支撑。

杨帆说，下一步，他们仍将坚守屯警路
面，用足科技手段，让市民文明出行从被动变
为主动，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习惯。

脚下有泥 我们的步伐从未停歇

早上刚睡醒就收到了一波祝福
轰炸，才发现，又是一年记者节到
了。但是记者节是为数不多不放假
的节日，特别是对我们来说，仅仅是
个同样需要采访、工作的周五。

记者是什么？——你看到我们
时，我们在现场；你看不到我们时，我
们在路上。采访现场永远是我们的

“主战场”。当记者整整十年，习惯了
记录别人，却从未详细记录过自己。
借我们的节日，停下脚步看看自己，
记录一下当记者一天的生活。

起个大早，简单收拾一下，推开
抱着大腿哭着说“妈妈不上班”的孩
子出门。第一个采访是在升龙广场，
二七区 2019年“119消防宣传月”活
动。因为离家不远，骑共享单车几分
钟就到了。其实像这种宣传月的活
动每年都有，对我们来说也早已轻车
熟路。到现场，听介绍、拍照片、采访
群众一气呵成。

虽然是老式活动，但推陈出新才
能让新闻更有价值，“找亮点”成了我
们当记者的职业病。现场发现了移
动消防宣传车，侧面大屏幕除了播放

视频，还能用VR功能现场体验使用
灭火器等技能，现场群众跃跃欲试，
增加了趣味性、参与度，这样一来，消
防知识、预防技能更加了然于胸。

当记者之后，每天辗转“赶场子”
成了工作的常态。除了像消防宣传这
种行政部门联系的“固定动作”外，还
要有“自选动作”，那就是选题深度稿。

在前阵子的郑州慈善日，“温暖
二七”慈善驿站启动，开启了全民参
与的“造血式”慈善新模式。慈善驿
站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运行。
在线上，居民每消费一笔，爱心企业
就按2%的比例通过公益宝平台实时
捐赠给社区慈善基金，基金将用于小
区的困难救助、环境改善、老年人帮
扶等。驿站运行如何，反响怎样？经
过前期联系，上午10点，我来到位于
远江路建云街的二七区慈善驿站运
营中心乐益优选超市进行探访。

在超市，我作为消费者购买了一
瓶蜂蜜柚子茶，价值49元，购物小票
上随即显示“捐赠金额 0.98 元”，印
证了“按 2%的比例实时捐赠给社区
慈善基金”。接下来，通过对市场总

监、店员、购物群众及社区的采访，详
细探访了慈善驿站的运营流程，在这
里，不论是谁，都能实现“购物即捐
赠”“购物就能做慈善”。

有人调侃记者是“文武双全”的
职业，除了打仗似的采访，还要对每
篇稿子精雕细琢，这样才不负广大
读者的期望。 一上午在马不停蹄
地采访中结束，回到家时已经 12点
半，两腿沉甸甸，但也仅做完了一天
任务的一半。打仗似的陪孩子吃饭
之后，就着手整理采访资料准备写
稿子，每天手头的稿子都会积攒好
几篇，除了下午提交当天的新闻稿，
还要晚上加班整理其他策划，往往
等到结束时已是半夜。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的一
天，虽然劳累却又充实无比，特别是
自己的作品见诸报端，被采访对象
表示感谢时总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我庆幸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每天可
以接触不同的新鲜事物，也无时无
刻不被探访到的温暖世界感染、感
动。我荣幸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
者，并为此感到无比骄傲。

采访一线是我们的“主战场”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平

记者张玉东（上右）在采访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