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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批
准，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分局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郑港出〔2022〕17号等 7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由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出让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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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出让地块采取无底价挂牌方式出
让，最高价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四、该地块为产业用地，项目建设需符合
产业要求（具体情况详见挂牌须知）。

五、申请人可于 2022年 11月 24日至
2022年 12月 21日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 http://www.zzhkgggzy.cn/下载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相关书面申请到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912房间提交，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2年12月21日12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且
持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产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产业准入审核结
果》，具备申请条件的，在 2022年 12月 21日
17时前确定其竞买资格。

土地成交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竞得人现场出具《竞得证
明》；竞得人凭《竞得证明》到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
订《产业发展承诺书》《项目投资建设合同》；竞
得人在土地成交之日起4个工作日内日持《竞
得证明》《产业发展承诺书》《项目投资建设合
同》到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分局进行资料审核，签订《成交
确认书》。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
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赠之路与新港
大道交叉口向西约 150米路北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702房间。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公告时间为2022年11月24日至2022年
12月13日，挂牌时间为2022年12月14日至
2022年 12月 23日，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2月23日9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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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成交的出让地块出让金缴款期

限为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
（四）竞得人须依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项

目立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报批手续。
（五）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产业准入政策。
八、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分局：刘先生（0371）58551631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王先生（0371）
61318572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产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赵先生（0371）86198839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11014495723401
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411060700018170304589
开户行：交通银行郑州航空港区支行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93801880101668973
开户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港区

支行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8111101012300083943
开户行：中信银行郑州航空港区支行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246805186231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空

港分行
2022年11月24日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分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港资交易告字〔2022〕15号

编号

郑港出〔2022〕
17号

郑港出〔2022〕
64号

郑港出〔2022〕
68号

郑港出〔2022〕
69号

郑港出〔2022〕
70号

郑港出〔2022〕
71号

郑港出〔2022〕
75号

土地
位置

规划工业三路以北、
规划生物科技四街以西

规划工业东一路南、
孙武路东

黄海路北、规划工业一街东

黄海路北、规划工业一街东

规划工业三路北、
规划工业一街东

规划工业三路南、
规划工业一街东

规划生物科技二街东、
规划工业十一路北

土地面积
（平方米）

86024.16

66955.72

44703.63

57140.06

60717.56

66391.83

65788.70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3.0

＞1.0，＜3.0

＞1.6，＜3.0

＞1.6，＜3.0

＞1.6，＜3.0

＞1.6，＜3.0

＞1.0，＜3.0

建筑密度
（%）

＞60，<70

＞60，<70

＞35，<70

＞35，<70

＞35，<70

＞35，<70

＞60，＜70（且建筑物用
地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

积比值应大于40）

绿地率
（%）

>10，＜20

>10，＜20

＞10，＜20

＞10，＜20

＞10，＜20

＞10，＜20

＞10，＜20

建筑高度
（米）

＜80（其中生产性用房小于50）

＜80

＜45

＜45

＜45

＜45

＜80（生产性用房小于50）

地下规划指标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使用年期
（年）

50

50

50

50

50

50

50

起始价
（万元）

4180

3214

2434

3004

3053

3446

341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4180

3214

2434

3004

3053

3446

3414

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
播链条多、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

连日来，我国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
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
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
件，各地落实情况怎么样？如何更加精准高
效地管控疫情？医疗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情
况如何？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已公布 10 多
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又印发了核
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
四个技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况怎么样？当
前部分地区疫情扩散速度加快，有关部门如
何推进疫情处置？

答：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
杂，“三个坚定不移”是党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
疫情形势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
求。我们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
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防、立足于早、
立足于快，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通过

视频会商、调度和培训等多种方式，部署调
度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落
地。各地迅速召开调度会、培训会，对本地
区优化防控措施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坚决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成立工作
专班，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阐释解读二十条优
化措施，制定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根据不
同培训对象组织开展系列培训和分层培训，
进一步推进高效处置疫情。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层层加码问题整
治力度，重点对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未
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
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问题开
展整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解决
群众投诉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二十条优化
措施落实到位、落地见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在派出
15个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基础上，强化视频
会商指导和点对点调度，持续加强对重点省
份疫情处置指导，要求以快制快，坚决控制
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问题二：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仍严峻复
杂，一些地方新冠感染者数量在短时间内激
增，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

答：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重点要
做到3个“四”：

一是落实好“四早”，做好常态化监测预
警，提升疫情监测的敏感度，同时加强对风
险岗位从业人员、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的监
测，切实做到风险人员的早发现和早管控。

二是压实“四方责任”，全面落实属地、部
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没有发生疫情的
地方、部门和单位要落实落细各项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一旦发生疫情，要立即启动应急
指挥体系，动员所有的防控力量，以快制快，
同心抗疫，构筑全社会共同防控的战线。

三是做到“四个统筹”，要对核酸检测力
量、流调力量、隔离资源以及对流动人员的
管理进行有效的统筹调配，合理利用防控资
源，形成防控合力。

问题三：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加强医疗
资源建设，当前各地医疗资源的建设和配置
情况如何？

答：我国是一个拥有 14亿多人口的大
国，老龄人口多、有基础性疾病的人也多，医
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地区之间、城乡之
间差异比较大，仍需要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特别是补齐重症医疗服务的短板。

为尽最大努力保障好新冠感染者的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同时保障好人民群众日常的
医疗服务，按照要求，对新冠感染者实施分类
救治。对于普通型、重症和有重症风险的感
染者，要及时收入定点医院进行救治。还有
一大部分是轻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收治在
方舱医院。设置方舱医院，就是为了尽最大
可能不影响日常医疗服务，保障其他医疗机
构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刚性需求。

发生疫情的地区，医疗机构要科学精准
做好疫情防控，不能够以疫情防控为由对发
生疫情风险的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
之”。对确需有风险要封控的医疗机构以及
相关科室，要强化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开展
环境消杀、风险排查等工作，以最快的速度
排除感染风险，做到快封快解。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热点

不动摇不走样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1月 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抓实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
措施全面落地见效，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
础；决定向地方派出督导工作组，促前期已
出台政策措施切实落地。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扎实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措施，为扭转二季度前期经济下滑
态势、稳住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四
季度经济运行对全年经济十分重要，当前
是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的关键时间点，
必须紧抓不放保持经济持续恢复态势。
要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稳就
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
争实现较好结果。前期推出财政金融政
策支持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是

促投资带消费、稳经济调结构的重要举
措，政策效应正在显现，还有很大潜力，同
时各地情况有差异，由于多种原因有部分
没落到位，要继续狠抓落实。

一是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目前两
批金融工具共支持重大项目 2700多个，开
工率超过 90％。重要项目协调机制要继续
高效运转，推动项目加快资金支付和建设，
带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社会资本投资，年
内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对逾期未兑现承
诺的地方予以通报，对确实无法按期开工的
项目予以调整。加强监管，打造廉洁工程、
质量安全工程。

二是加快设备更新改造落地。在已基
本完成项目贷款签约基础上，要把工作重点
转向专项再贷款发放和财政贴息拨付，督促
用款单位加快设备购置和改造。同时引导

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增加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

三是稳定和扩大消费。实施好生活服
务业纾困政策。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保障电商、快递网络畅通。落实因城施
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政策，指导
地方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进保交楼专项
借款尽快全面落到项目，激励商业银行新发
放保交楼贷款，加快项目建设和交付。努力
改善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状况，促进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

四是持续保障交通物流畅通。物流保
通保畅工作机制要不间断协调，保障主干道
和微循环畅通，保障港口、站场等集疏运正
常运行，及时打通堵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和进出口通畅。

五是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引导银行对普惠小微存量贷款适度让利，继
续做好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加大对民营企业
发债的支持力度，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
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六是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做好困难群
众、失业人员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兜牢基
本民生底线。加大农民工工资拖欠治理力
度，依法依规惩处欠薪行为，保障农民工及
时足额拿到工资。

会议强调，要强化督导和服务。11月
底前，国务院各督导工作组赴有关地方，对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
和需要的服务帮助，认真听取地方反映的情
况，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对
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进度偏慢的地
区和领域，要找准问题和原因，对症施策。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抓实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

（上接一版）在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
《通知》提出，对于因疫情住院治疗或隔离，或因疫情停业失
业而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以及因购房合同发生改变或解
除的个人住房贷款，金融机构可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购
房人自主开展协商，进行延期展期等调整。同时，切实保护
延期贷款的个人征信权益。

此外，《通知》提到阶段性调整部分金融管理政策，延长房
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过渡期安排，阶段性优化房地产项目
并购融资政策。《通知》还加大了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提出
优化住房租赁信贷服务，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融资渠道。

两部门推出16条金融举措
促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公示时间：2022年11月24日至2022年12月3日
郑政经开出〔2022〕020号（网）地块，位于信通街以西、

经南十六路（规划路名竹韵二路）以南、经开第四十一大街
（规划路名凤凰大街）以东，使用权面积为27671.81平方米，
竞得人为郑州梦港建设有限公司，成交价为1782万元。

2022年11月24日

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

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抗

击疫情的力量，郑州市城市

管理执法支队党委按照市

委市政府要求，在前期组织

动员 46 名同志分赴中原、

二七组成多个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专班开展服务的基

础上，再次动员党员干部组

建突击队支援疫情防控一线。王紫光、刘安伟、魏雷、张永

平、许东升、王超、陈庆智、姚伟斌、王德中、孙敏哲等，积极

主动参加疫情防控突击队，下沉街道社区，协助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突击队员化身“大白”，对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桐

柏社区、电缆社区的沿街商铺和楼院住户逐楼逐户上门进

行服务。他们不分昼夜，积极配合社区，挨家挨户进行信息

登记，摸排黄码人员，进行入户核酸信息采集和部分人员的

核酸检测工作。他们每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辗转于不同

的楼院，从早上8点开始爬楼梯对每家每户开展服务。每天

工作结束后，他们常常是汗水湿透衣服，有的同志的脚踝会

肿胀一大圈。他们冲在社区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坚守岗位，

默默付出。

本次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支队党委积极组织党员

干部下沉一线开展“党旗飘起来、党徽亮起来、党员动起来”

专项行动。支队党员干部职工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用

肩膀扛起责任，用真诚守卫安全，坚决完成任务，成为最美

“逆行者”，用温暖的身影在一线筑起共同防疫的长城。

李煜豪

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
疫情防控突击队全力开展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