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荥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荥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荥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六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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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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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

让，均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
内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并
于 2020年 1月 14日至 2020年 2月 10日 9时，
登录荥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
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
截止时间是 2020年 2月 10日 17时（挂牌期截
止时间前2天）。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

竞得人凭《网上竞得证明》及其他审核资料在
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到荥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竞得结果证明》。竞得
人签订《竞得结果证明》后2个工作日内到荥阳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01房间办理后置审核
手续。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荥政储〔2012〕34-1号地块为惠厂村

城中村改造安置用地；荥政储〔2019〕74-1号
地块为豫龙镇郑上路安置区用地；荥政储

〔2019〕75号地块为石寨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开
发用地。

（二）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上竞
买人参与竞买的，系统自动转入 5分钟限时竞
价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的
出价人即为竞得人。出让地块的缴款期限为
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

（四）竞买人须全面了解《河南省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和《挂牌出让

须知》。
（五）本次出让地块土地竞买人不受持有

A 类复垦券限制参与竞拍，土地成交后，出让
价高于 500 万元/亩的商品住宅用地（安置用
地除外），需使用A类复垦券（使用A类复垦券
面积为出让宗地总面积），具体事宜详见挂牌
出让须知。

七、联系方式：
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荥阳市荥泽大道与康泰路交会处

南100米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371-64652136
荥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荥阳市中原路与飞龙路交叉口政务

服务中心7楼
联系人：丰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126658

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荥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 1月 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地块编号

荥政储〔2012〕34-1号

荥政储〔2019〕74-1号

荥政储〔2019〕75号

荥政储〔2019〕76-1号

荥政储〔2019〕77-1号

荥政储〔2019〕78-1号

土地位置

兴华路与汜河路交叉口西北侧

郑上路与紫荆路交叉口东北侧

广武路与禹锡南一路交叉口东北侧

马米路与五龙路交叉口西南侧

马米路与五龙路交叉口西南侧

峪兴街与规划道路交叉口东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1444.09

13413.58

10360.79

39813.04

19580.24

24605.46

出让年期
（年）

70

70

70

70

70

70

规 划 指 标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建筑高度
（米）

＜80

＜80

＜80

＜36

＜36

＜36

建筑密度
（%）

＜30

＜20

＜30

＜28

＜28

＜28

绿地率（%）

＞30

＞30

＞35

＞30

＞30

＞30

容积率

1.0＜FAR＜2.9

1.0＜FAR＜3.2

1.0＜FAR＜2.5

1.0＜FAR＜1.8

1.0＜FAR＜1.8

1.0＜FAR＜1.8

保证金
（万元）

5625

5595

4278.3991

8148.885

3995.4566

5007.2725

起始价
（万元）

11250

5595

4265

8095

3970

4975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荥自然资告字〔2020〕1号

【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贾鲁河保护，统筹推进沿河国土空间协
调发展，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贾鲁河区域内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适
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贾鲁河区域，包括保护管理区域和规划控制
区域。保护管理区域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贾鲁河干流及两岸
绿线以内的区域，规划控制区域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贾鲁河
干流两岸绿线外围的一定区域。

贾鲁河区域的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
布。

第三条 贾鲁河保护应当遵循安全、生态、景观、文化、幸
福的理念，坚持规划引领、保护优先、统筹推进、分级负责、属
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贾鲁河保护管理的组织
领导，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研究解决贾鲁河区域内规划、建设、
保护和管理中的重大事项。

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贾鲁河
保护管理的具体工作。

沿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辖
区内贾鲁河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
的河道监督管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贾鲁河区域内的国土空
间规划管理。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贾鲁河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
施统一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财政、城乡建设、园林、林业、城市管理、文化广
电和旅游、文物、体育、公安、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
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贾鲁河保护和管理相关工
作。

第六条 市、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贾鲁河保护
管理及沿岸规划、建设、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将贾鲁河保护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各界以投资、捐赠等方式参与贾鲁河建设和保
护活动。

第七条 贾鲁河管理实行河长制，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市、
县、乡河长体系，协调、督促解决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的突
出问题，发挥河长在贾鲁河管理中的监督、检查、考核、指导作
用。

村（居）民委员会在上级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协助做好贾
鲁河保护和管理相关工作。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
单位，应当加强贾鲁河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保护意
识，引导其参与保护活动。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组织和个人参与贾鲁河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保护等公益活动。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贾鲁河综合规划是贾鲁河区域内规划、建设、保
护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贾鲁河综合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并向
社会公布。

编制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涉及贾鲁河区域的，应当与贾鲁
河综合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编制贾鲁河综合规划应当遵循下列要求：
（一）符合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流域综合规划及流域专业规划；
（二）结合贾鲁河水资源条件及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正

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
制定贾鲁河水体、生态保育、生态品质、土壤等生态环境指标；

（三）科学处理业态发展布局、开发建设项目等与贾鲁河
整体景观风貌之间的关系；

（四）注重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提升贾鲁河文化品位。
第十一条 贾鲁河综合规划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明确保护管理区域、规划控制区域的范围；
（二）沿河功能区划、土地用途、土地开发利用强度；
（三）明确重要滨水区域、历史文化街区、岸线等管控措

施，确定规划控制区域内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工程项目目录；

（四）规划控制区域内建设工程的建筑布局、建筑高度、天

际轮廓线、景观风貌、体量、风格、色彩、夜景照明等有关城市

设计要求；

（五）休闲、观光、文化、旅游、体育等特色产业项目发展计

划；

（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调配、防洪排涝、雨污分

流、截污纳管、污染防治、植被绿化、文化保护等综合治理措

施；

（七）规划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贾鲁河区域的规划建设应当加强源头生态保

护，注重开源补源和水源涵养，提升地下水位。

第十三条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的山、岛、岭、湖、园等

建设项目和各类构筑物，应当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水体、

植被、历史文化遗迹等自然和人文条件，突出园林式建筑风

格，体现中原文化特色和精品景观效果。

第十四条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的花坛、草坪、雕塑、亭

榭、回廊、栈道、亲水平台、护栏等游园设施和餐饮、住宿、购

物、茶座等商业服务设施的设置布局、高度、体量、造型、规模

及色彩等，应当符合贾鲁河综合规划。

第十五条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应当按照公园有关规

范与标准，设置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直饮水供应点、座椅、照

明、分类垃圾箱、公共卫生间等便民服务设施；按照有关规定

设置医疗急救设施、无障碍设施、志愿者服务站、应急避难场

所等。

第十六条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擅自新建、改建、

扩建建（构）筑物或者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确需建设下列工程

项目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报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

及其他部门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一）跨（穿）河、跨（穿）堤埋设管道、线缆或者建设临河设

施；

（二）开挖人工湖泊、明河改暗河；

（三）设置雨洪水入河排水口；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贾鲁河规划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

按照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工程项目目录实行分类管控。

第十七条 经依法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贾鲁河区域内的林木、植被、水体、地貌，防

止造成污染和破坏。其防治污染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经依法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理施工场地，恢复原状。

第十八条 市、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贾鲁河

综合规划，将排水管网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同步配套建设。

经依法审批用于排放雨洪水的入河排水口，应当逐步配

建初期雨水截流、调蓄、净化设施。

第三章
防治与保护

第十九条 贾鲁河保护应当坚持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

结合，采取科学防治措施，维护河道自然生态岸线，提高贾鲁

河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水体自然净化能力。

第二十条 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体、水

工程、林地、绿地、湿地、动植物资源及相关设备设施的保护和

管理，维护贾鲁河河道生态安全。

第二十一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贾鲁河水量的统一

调度，坚持节水优先，科学调配水源，维持贾鲁河生态供水总

量相对平稳。

第二十二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确定贾鲁河生态基流，通过闸坝联合调度，保持贾鲁河河

道生态流量。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或者调整贾鲁河各河段的水质控制

目标，并向社会公布。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贾鲁河水质实施动态监测，

定期公布水质监测结果。

第二十四条 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公

布的贾鲁河水质控制目标，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保证本辖区河

段出界断面水质达标。

第二十五条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除依法可以设置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外，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设置入河

排污口。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必须达到规定的排放

标准。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

污口的，应当按照设置程序，报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河道淤积情况定

期监测，并根据监测情况制定清淤疏浚计划。

沿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水行政主管

部门清淤疏浚计划，对辖区内贾鲁河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保持

行洪畅通。

河道清淤不得损害河道水生态环境。淤泥利用应当经无

害化处理，并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二十七条 沿河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加强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对可能造成河道污染的种植业、养殖业等进行

科学指导，实现无毒害生产。

第二十八条 市、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贾

鲁河历史文化的保护，挖掘、整理贾鲁河文化遗产，建立相关

档案，设立展示场所，弘扬贾鲁河文化。

第二十九条 在贾鲁河区域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文明行为规范，爱护公共设施，做好垃圾分类处理，维护环

境卫生。

第三十条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倾倒、抛撒垃圾、渣土或者其他废弃物，排放污染物；

（二）捕捞水生动物，或者在禁止区域游泳、垂钓、野炊、烧

烤；

（三）擅自堆放物料；

（四）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五）擅自搭建建（构）筑物、设置户外广告；

（六）在景物、建（构）筑物或者设施上刻画、涂污、张贴；

（七）损毁树木、草坪、绿篱、花坛、围栏、折采花果；

（八）清洗车辆、宠物或者其他物品；

（九）种植农作物或者畜禽饲养、放养，水产养殖；

（十）擅自取土、取水、排水、阻水；

（十一）擅自乘用木筏、橡皮艇等浮动设施进入水域；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禁止区域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沿

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贾鲁河

综合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制度、贾鲁河保护管理工作考核评价

制度、具体事项联合督办制度，定期对沿河县（市、区）贾鲁河

保护管理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实行目标责任制。

第三十二条 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贾鲁河综合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具体实施方

案并组织实施；

（二）建立贾鲁河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在危险区域设置必要的防护栏（网）、安全警示标识等规范统

一的防护设施；

（三）建立巡查制度，明确巡查的责任单位、责任区域、巡

查事项、巡查要求及具体规范；

（四）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三条 市、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利、

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公安、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农业

农村、园林、林业等有关部门建立贾鲁河管理的联合执法机

制，对贾鲁河管理中的重大、复杂行政执法事项，实行联合执

法。

第三十四条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从事餐饮、住宿、

休闲、游乐、文化、体育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贾鲁河综合规

划。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除执行公务的车辆、消防救援车、急救医疗

车、防汛防洪抢险车、工程维护及救险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

在贾鲁河堤顶道路和游园道路上通行。

第三十六条 贾鲁河水域的船舶种类、数量、活动时间和

区域，由市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根据贾鲁河水域承载能力和保护管理工作需要确定并

向社会公布。

进入贾鲁河水域的船舶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清洁能

源，配备安全救生器具和垃圾、污液专用收集箱；船舶垃圾、污

液和其他污染物应当回收到岸，实行集中处理。

贾鲁河通航水域的船舶航行、停泊作业活动和船舶污染

防治管理，由交通运输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执行。

第三十七条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开展训练、竞赛、
航模等大型活动的，举办者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或者备案
手续，并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在举行活动七日前向沿河县（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活动实施方案应当载明举行活动的基本情况、污染防治、
安全救援、应急处置等事项。

第三十八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贾鲁河保护管
理的数字系统平台，与有关部门在贾鲁河水量调度、远程控
制、水质水情、安全技防等方面实行数据信息共享与动态监
测，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推行智能化管理。

第三十九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公
安、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贾鲁河保
护管理应急预案。

贾鲁河区域内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汛情灾情、环境污染及
其他突发事件的，按照规定启动应急预案。

第四十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贾鲁
河保护管理的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举报投诉渠道，接到举报投
诉后及时核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施工结束后未及时清理施工场地，
恢复原状的，由市、沿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由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代为清理和恢复，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
承担。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贾鲁河
保护管理区域内有下列行为的，由市、沿河县（市、区）水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捕捞水生动物的，没收捕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
得，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在禁止区域游泳、垂钓
的，处以二百元罚款；在禁止区域野炊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堆放物料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清洗车辆、宠物或者其他物品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取土、取水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擅自乘用木筏、橡皮艇等浮动设施进入水域的，处以

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沿河县
（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在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种植农作物或者畜禽饲养、放养的，由
市、沿河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第四十六条 市、沿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
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依法
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批建设工程项目的；
（二）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者生态破坏事故，不依法采取

必要措施处理的；
（三）对相关举报投诉不及时处理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郑东
新区管理委员会等按照本条例关于沿河县（市、区）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管理职责的规定，负责其管理区域内的贾鲁河
保护管理工作。

本市行政区域内贾鲁河支流及相关区域的保护管理参照
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

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1号

《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已经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审议通过，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11月 29日审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 1月 14日

（2019年 10月 31日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19年 11月 29日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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