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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2020年 11月 2日至 2020年 11月
17日

郑政出〔2020〕45号（网）土地，位于智学路西、
金沙江路北，使用权面积 33714.04平方米，竞得人
为郑州广瑞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2874万元。

郑政出〔2020〕46号（网）土地，位于迎福街南、
祥泰路西，使用权面积 33030.36平方米，竞得人为
河南亚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交价42617万元。

郑政出〔2020〕47号（网）土地，位于庆喜路南、
祥泰路西，使用权面积 35654.77平方米，竞得人为
河南亚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交价46044万元。

郑政出〔2020〕48号（网）土地，位于庆喜路南、
安泰路西，使用权面积 30642.42平方米，竞得人为
郑州玉安联合有限公司，成交价39549万元。

2020年11月21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

““幸福河畔幸福城幸福河畔幸福城””系列报道系列报道之二

一张惠民券解锁幸福密码

“观影惠民季”启动后，每天上午 10
点，郑好办 APP、微信、猫眼、支付宝、淘
票票等平台都会发放少则几千张、多达 3
万张的郑州惠民电影消费券。这些惠民
券不限电影、不限场次、不限影院，可与购
票平台优惠同时使用，在购票时当即扣
减，以往几十元的电影票，用券后再付几
元就可购得。

“疫情后的第一场电影就是用抢到的
惠民券买的。”张先生告诉记者，郑州市“观
影惠民季”启动以来，他去电影院的次数愈
加频繁。

“满 21减 20的惠民券不限定影片、场
次、影院，用完券后，我花 1块钱看了电影
《误杀》，花了 4块 9看了《我和我的家乡》，
《金刚川》刚上映的时候，我还加了 19块 8
用券兑了两张票，带我爸去看了。”张先生
说，“我告诉我爸这是咱政府出钱请您看电
影呢，给我爸乐坏了。”

引来“观影潮”提振电影市场

和张先生一样享受到郑州市“观影惠

民季”福利的影迷还有很多。他们中有热
爱电影的“发烧友”，有很久没去影院的老
观众，也有从没进过影城的新面孔……

从没带孩子进过电影院的影迷“梦秋”
用两张惠民券，圆了孩子的“电影梦”。“以
前觉得孩子小看不懂电影，带她进影院也
是浪费钱。”梦秋说，“用了惠民券，一张《疯
狂动物城》的电影票只需要6块钱，最重要
的是我发现一直都低估了孩子，她看完电
影对我说，妈妈，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她看
懂了，我觉得这钱花得值。”

据奥斯卡新建文影城负责人透露，郑
州市启动“观影惠民季”以来，用券购票来
他们影城观影的人群多时高达30%。

票房影响力郑州排名上升
数据显示，9月 9日至 11月 16 日，郑

州“观影惠民季”一共发放惠民券 727666
张，消费惠民券购买的电影票总计85万余
张，总计带动票房超过 3000万元，其间郑
州市总计票房为1.55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2020年 7月
郑州影院复工至 9月 8日，郑州市电影票
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在13～14名，票房占

比约 1.5%，9 月 9 日至 11 月 16 日活动期
间，郑州市城市票房占比约1.75%，提升了
0.25个百分点，排名上升至12名。

有业内人士分析，“观影惠民季”将福
利落地在一张张看得见的电影票上，让老
百姓享受到文化消费带来的获得感、满足
感，培育了他们继续走进影院进行文化消
费的习惯。从数据来看，活动促进了郑州
电影市场的复苏和繁荣，提升了郑州在全
国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增加了郑州的影响
力。此外，大众进入影院的频次增加，也
会相应地带动他们在商业上的关联消费，
比如吃饭、购物等，其所发挥出的这些乘

数效应对郑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大有
裨益。

惠民情意浓幸福乐事多
从“情暖新春”文化惠民演出、优秀经

典剧目展演，到“观影惠民季”中的惠民补
贴券，郑州近年来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异
彩纷呈，一台台精彩的剧目演出，一张张饱
含惠民情的电影优惠券，共同谱写着郑州
人幸福生活的美好诗篇。

目前，郑州市“观影惠民季”活动已接
近尾声，但幸福河畔幸福城的“幸福密码”
还有很多，等着你来一一解锁。

小小电影消费券浓缩文化惠民大福利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成燕 文/图

观众在中影六和影城排队取票

6:00～18:00闫家庄线 7#配变 315、须青线 55#配
变、高庄村、华侨城1号地专用、华侨城2号地专用、
白砦北、柿园变隧道新田大道基建专用、腾飞塑料、
张庄、张庄村、兴通家具、高庄、西城汽贸、机械六院
基建专用、渠南路快速通道工程基建专用、华侨城
专用箱、鼎润置业基建专用、金磊树脂、刘沟十一
组、孙庄村。
7:00～18:00民航路一箱箱变，燕乐路-7#、7#配变
2台，劳动厅配配变，莲花嘉园箱箱变，黑庄五组、黑
庄二组、黑庄南。
7:00～20:00潘店寨一台区、螺蚳湖一台区、螺蚳
湖三台区、螺蚳湖二台区、道达实业、东建物流、双
福商贸、前程办事处、范庄水、范庄农排一台区、苗
庄水、众邦种植农业合作社、潘店农排三台区、潘店
农排一台区、农排五台区、信邦商砼、螺彻湖4号农
排、螺彻湖1号农排、螺彻湖2号农排、螺彻湖3号农
排、王华平。
7:00～20:00路庄安置区支线 8#配变、常庄二台
区、城市管理局（路灯）、萱诚中赫置业基建、河南骏
良麒慧标准化厂房基建、路灯村委会、昇阳出口加
工、小杜庄村民委员会、蒋凯、达奥物流、唯美仓储、
王俊涛、景盛实业基建、中电建建筑、常庄村民委员
会、畅鑫公路工程。
7:00～21:00范庄线13#配变，时今星置业基建，香
山外国语小学办公专用，四环快速工程香山路基建
专用，四环快速工程桂园路基建专用，利华纸箱，聚
丰公司，桥南水产基建专用，盛泽物业专用，冷拉
厂。
8:00～18:00荆胡村五号院一配、荆胡村二号院一
配、II荆胡村五号院商业专用（双电源）、II荆胡村二
号院商业专用（双电源）。
9:00～20:00邮电公司一箱、邮电公司二箱、邮电
公司三箱、服务楼 1#配变、服务楼 2#配变、伊河东
路1号院一箱、伊河东路1号院一配、和平北20#配
变、规化宿 7#配变、和平北 40#配变、兑周村箱、兑
周村、和平北10#配变、和平北5#配变、和平北3#配
变、桃园洋房箱、机械所、通信建设四公司、通信建
设第四工程局、机械研究所、轨道交通10号线绿城
广场站基建、57中、机械热力站、自来水公司办公、
大有公司、体育用品厂。
0:00～12:00友爱路16#、19#、20#配变3台。
7:00～20:00I荣勋大厦办公专用2（双电源用户），

I楷林置业照明2（双电源用户）。
7:00～22:00I原盛国际中心商业 2（双电源）、I郑
东新区管理服务中心 2（双电源）、II商品交易所技
术中心2（双电源）、II国际会展中心2（双电源）、I绿
地会展宾馆东配2（双电源）、I颐和医院专用2（双电
源）。
8:00～20:00府君庙东线6#配变。
8:00～20:00孝常变线25#配，万丰路常庄家属院。
9:00～18:00锦绣苑一配、锦绣苑二配，锦华苑一
箱、二箱、三箱、四箱、五箱、六箱、七箱，河工大学府
花园一箱、二箱、三箱、四箱、五箱、六箱，金盾花园
一箱、二箱，I水利水电堤十一局 2（双电源）、I锦绣
苑商业 2（双电源）、工程学院、锦华苑商业、高新技
术开发区外国语中学、信苑公司、宏达通信、竞成电
子、信源科技基建、高新实业、郎悦商业基建、高新
市政局、郎悦置业、高新公安分局、北里南、北里东
地、鑫炎热处理。
0:00～11:00中储花园一箱、二箱、三箱，青年国际
公寓配、清华园一箱至七箱、中储花园商业、青年国
际公寓商业。
0:00～12:00友爱路9#配变。
0:00～12:00文宫北 5#、13#、-21#配变 3台，纺织
工学院生活区。
7:00～20:00一处庭院一、二、三、四、五箱箱变 5
台，琥珀二配配变2台，琥珀名城一、二、三、四、五箱
箱变 5台，I康丁南阳风情商业专用 2（双电源用
户），一处庭院商业。
9:00～18:00老六队配、会堂街配、一电厂配、老四
队配、李四配、长寿山配、南洼沟配，310国道（迎宾
大道与南洼沟路），郑州盛彤冶材有限公司专用、力
信炉业）、腾飞特种建材头道开关、镇政府配。
10:00～22:00茜城花园一箱至十五箱，I领袖空间
商业专用2（双电源）。
0:00～12:00工人路6#配变。
0:00～12:00齿轮厂南院 2#，长城公司 1#，节约路
14#、12#、8#配变。
7:00～19:00曙光线2#配变、3#配变，南曹东。
7:00～20:00罗马假日二、三、四配变5台，I国泰房
地产商业专用2（双电源用户）。
7:00～21:00视光眼科、颐东花园、广源办公、广源
消防、意中文化传媒、广源综合楼。
9:00～20:00I溪景桂圆商业专用2（双电源）。

9:00～20:00针林线 3#配变、方庄西 3#配变 5，方
庄南，小李庄小学专用、小湖二组、小李庄西、磊鑫
混泥土基建、南曹中学、富田兴和城 1号院基建专
用。
0:00～7:00郑州市白沙园区管理委员会专用、中
原文化艺术学院专用、II郑州工商学院专用2（双电
源用户）、II郑州铁路运输分院专用 2（双电源用
户）。
0:00～8:00前进路 5#、7#、9#杆配变 3台，金祥专
用、拉链厂、五十一中1#配变。
0:00～12:00工人路线 10#、-10#配变 2台，亚细
亚商务，市职大，郑州市职工大学专用。
0:00～12:00颍河西线 2#、-3#、7#、-8#、10#配变
5台，一中热力站，装甲兵干休所，郑州一中实验分
校专用，天然气颍河，二处热力站，省安装队。
0:00～12:00颍河西线 12#，大岗刘北街 4#，工行
宿箱，康居伊河佳苑，伏牛路第二小学。
6:00～20:00检验检疫局基建、中国卫检、经发房
地产。
7:00～19:00西岗线29#配变、西岗线34#配变、西
岗线24#配变、兰雀线9#配变，万汽新能源专用、四
队、海绵厂、弘居置业、欧博士、宋军智、西岗面粉厂
1#配变、水井、西流湖充电站专用、常西湖基建专
用、畅的科技充电桩专用、大庄南 1#配变、豫新公
司、华瑞紫英花园基建专用、金源陶瓷、西岗中学专
用。
7:00～19:00杨马线 13#配变，马李庄西线 2#配
变，黄家庵南线-15#配变，马李庄线 5#配变，马
李庄线-4#配变，马李庄中介 1#配变，新世纪物
业，新世纪网球俱乐部，柳科柳白线隧道照明专
用，马李庄村西 II，华奥实业，中国（郑州）汽车配
件大世界，蓝霸培训中心，华体，邙山三建，液化
气站，中心学校一箱，中心学校二箱，柳林中学，
豫华石油，马李庄村西 I，马李庄一组，马李庄城
中村基建专用，国泰一品庄园二期小学教学专
用，国泰房地产公司，国泰房地产 A地块基建专
用，马李庄小学专用。
7:00～20:00II国泰房地产商业专用 2（双电源用
户）。
10:00～22:00郑铁北配、郑铁东配、铁道家园一配
1#配变、2#配变、铁道家园二配，I郑铁30小区2（双
电源），中原铁道投资管理。

0:00～12:00工人路18#、-19#、22#、-25支1#、-26#、
-27支3#、28#、-29#配变8台，红河置业，工业贸易
学校教学专用，市委西院，煤矿设计，煤矿设计院。
7:00～21:00民政厅办公、隧道工程。
7:00～21:00洛河路线 8#、10#、12#配变，工业高
专生活区、机专。
0:00～12:00林山寨小区配，老干部活动中心二期
基建专用，伊河路小学。
6:00～20:00荆胡线10#配变、荆胡南线11#配变、
郭庄线 7#配变、郭庄线 9#配变、中贾线 48#配变、
贾砦线 10#配变、贾砦东街 3#配变、贾砦东街 4#配
变、贾砦东街 5#配变、贾砦东街 4分支配变、贾砦
东街 11#配变、贾砦东街 13#配变、村卫线 3#配变、
村卫线 2#配变、东二街 5#配变、鑫合 C01-2基建
专用 1、国际城 22号院基建、渠南路荆胡社区基建
专用、郑平货运、二七新城加压泵站基建专用、建
业 C7地块基建专用、建业宏泰、景郑大梁路充电
专用、超汇食品、兴依三鹿服饰、摩大食品、武警部
队海防中队、德何鑫、天地和照明专用 1、二七区直
机关事务管理局专用、昌盛公司、德润置业基建、
德润混凝土、三管庙制砖厂、熙越置业基建、金牛
置业基建、金牛置业二期基建专用、贾砦东北、中
盛公司、盛润商业广场基建专用、贾砦道班、车管
所、车管所专用、双塔油漆、渠南路下穿隧道工程
基建专用、金龙塑料、贾砦村委会、万里香、贾砦
村、中交恒度路基建。
7:00～21:00洛河路线 16#、21#、-25#配变、前进
南线 4#配变，世龙中原文化广场基建、河南工业大
学洛河路专用、饮食基建。
1.用户实际停电时间，在计划停电时间范围内，以实
际操作时间为准，对用户恢复送电完毕时间均按上
述检修结束时间延后2小时。若遇大风雨雪天气等
原因不停，详见手机短信平台通知。有自备发电机
的用户应做好严格的隔离措施，严禁返电至停电线
路上，否则由事故造成单位负责。
2.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值班电话：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68806880
以上停电公告可通过供电服务网站查询：
http：//www.95598.ha.sgcc.com.cn/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20年11月21日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20年11月30日—2020年12月6日检修对外停电公告

30日

1 日

5 日

6 日

备 注：

2 日

3 日

4 日

生活在郑州，幸福是随处可见的。
比如这段时间以来，不少郑州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定个9点55分的闹

钟，然后准时在家族群里“滴滴”：马上10点了，抢惠民券！10点过后，家族
群里沸腾地讨论着谁抢到了，谁和谁可以组团约个电影……

这是郑州市为支持电影市场稳步复苏的重要举措，也是郑州人幸福生活的温馨
剪影之一。今年9月9日，郑州市启动“观影惠民季”，统筹安排3000万元用于电影
惠民补贴。一张小小的郑州惠民电影消费券浓缩了郑州文化惠民的大福利，让群众
收获了满满的文化幸福感。

市政府召开第七十四次常务会议

传 达 学 习 习 近 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上接一版）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的重要论述，加快构建 5G基础网络、研发创新基
地、生产制造基地、应用示范基地、信息安全基地的“一网四基
地”发展格局，努力打造 5G 产业发展先行区和创新应用示范
区。要建立 5G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规范
有序推进基站建设，强化用地用电资金等保障，加快 5G规模组
网进程。要通过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运营商多方联动，共同
成立 5G应用创新中心和 5G创新实验室，全方位支持 5G技术、
应用、产业、平台发展，重点培育一批 5G应用标杆企业，构建形
成以 5G 为支撑的创新产业生态圈。要持续丰富拓展应用场
景，积极推进 5G 与信息消费、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交
通、智慧生活、数字乡村等深度融合，为打造更高水平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会议还研究了电梯物联网和冷链食品智慧化监管等事项。

全国妇联调研组莅郑
调研妇女创业就业工作
（上接一版）调研组一行对郑州市妇联推进“巧媳妇”工程创

建工作及全国巾帼家政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认可
和高度评价。调研组指出，郑州市妇联要进一步做好思想引领工
作，提升妇联组织的凝聚力，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有效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加强妇女实用
技能培训，促进妇女创业就业增收，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近
日，中央文明办公布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市入选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保留荣誉称
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郑州、
巩义上榜，再度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
称号。

全国文明城市是含金量最高、影响力

最大、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是反映城市整
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目前国内
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也是国内
所有城市品牌中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根
据中央文明办部署，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评
一次。据了解，此次复查确认保留荣誉称
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共 151 个，其中

省会（首府）、副省级城市 24 个，县级市和
县 47个。

郑州作为目前国内 9个国家中心城市
之一，自 2000年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
来，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领导和关心支
持下，十年磨一剑，于 2011 年成功创建成
为全国文明城市，并先后于 2014 年、2017

年连续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全
国文明城市既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近年来，我市把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摆在重
要位置，作为提升国家中心城市软实力的
有力抓手，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精神，持续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提升市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努力建设
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
的文明城市。

郑州、巩义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