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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交易告字〔2018〕020号
经新密市人民政府批准， 新密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2018-79 号等两宗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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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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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本次挂牌出让的土地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到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 并在此期限内向我中心提交书面申
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1月 12 日上午 12 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中心将在 2018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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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为我中心地产交易大厅，2018-79、80 号地
块挂牌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 9 时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5 时。
六、注意事项：
1.该两宗地块以土地现状形式出让。
2.该两宗地块的土地成交价款中包含耕

地开垦费、 补充耕地指标有偿转让费和增减
挂钩用地指标有偿转让费， 受让人不需另行
缴纳。

3.保证金需汇入指定账户：
开户单位：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名称：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密支行
银行账号：410122010180004401

����七、联系地址：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新密市溱水路与诚信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60811���
����联 系 人：王建伟

新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 10 月 12 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等

法规、政策的规定，河南建业实景演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决定
对“建业瑞园：1# 楼至 36# 楼、幼儿园、北大门、西大门、地下
车库”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
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
明：建业瑞园：1#楼至 36#楼、幼儿园、北大门、西大门、地下车
库项目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安合路南、秋彤路东、文
创路西。项目总占地面积 106422.84 平方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260976.3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73146.13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为 87830.17平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
信良好，且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
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 -2018年 10月 18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中牟县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河南建业实景演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11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万科·民安三度湖山·岚汀”项目位于

郑州市上街区方顶村。 项目总占地面积
95382 . 68m2 ， 总建筑面积 124667 . 26m2 。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司。 投标
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
不良行为记录。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
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 -10 月 18 日。 招
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 26
号院房管中心三楼物业科 。 联系电话：
0371-68928844

招标人：郑州宜方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18]20 号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采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申请人
可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 9 时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持营业执照、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等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 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 9 时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
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
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 （以到账时间为
准）。 申请人应在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前一次性完整递交资料， 过期为无
效申请。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
点：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时间
为：2018 年 11 月 1 日 9 时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5 时（挂牌期限）。

七、挂牌竞得人的确定方式：在挂牌
期限内最高报价低于底价时， 挂牌不成
交，无竞得人；最高报价高于或等于底价
时，报价最高者为竞得人，若报价相同，则
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在挂牌期限截
止时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
报价，且报价均高于截止时报价的，由新
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现场竞价。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公告未
尽事宜详见出让地块挂牌文件，以挂牌文
件为准。 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网站发
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 系 电 话 ： (0371)69957712�

6268107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 系人 ：司先生 孟先生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三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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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曹楷 程硕 文/图） 昨日上午 9时
许，两只大熊猫搭乘飞机从成都顺
利飞抵郑州机场，这两名特殊的旅
客下机后十分好奇地环顾四周，憨
态可掬。

据了解，这两只大熊猫体重约
300斤，年龄 2岁多，是由新乡市一
家景区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租借，租期为3年。

此前，郑州机场已多次保障种
羊、种猪、活牛、熊猫、羊驼、长颈鹿、
马匹等活体动物的运输。

中原区须水街道打好
秋冬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董占卿 张改华 通讯员
李正豪）近日中原区须水街道扎实开展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大行动，重点加强
扬尘、燃煤锅炉、秸秆及垃圾焚烧等大气污
染源的整治。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记者昨日从
市城管局了解到，为配合郑州市城区道
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从10月15日起至
今年底，市内各辖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部门将对道路上违法停放机动车开展提
示告知、拍照取证工作，经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审核、认定后予以处罚。

参与此次行动的包括市内五区及航

空港区、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火车
站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可以对以下区域违法停放的机动
车开展提示告知、拍照取证工作：设有
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和区域；机动车
道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
设施的路段；人行道（按规定施划的停
车泊位除外）；人行横道和施工地段（施

工车辆除外）；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
弯路、宽度不足 4米的窄路、桥梁、陡
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米以内
的路段；公交车、急救站、加油站、消防
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及距离上述地
点 30米以内的路段（使用上述设施的
车辆除外）；法律、法规规定禁停的其他
路段和区域。

下周起城管将对违停拍照取证
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认定后予以处罚

郑新快速路南四环路口拥堵
交警建议绕行高速

本报讯（记者 谢源茹）近日，由于四
环快速化施工和大气污染设卡防治，南四
环沿线各路口拥堵严重，特别是郑新快速
路与南四环交叉口拥堵更加严重。

为此，交警四大队建议绕行其他路
段。由新郑方向进入市区的车辆在轩辕
故里站上高速到十八里河站，或者机场高
速郑州南站下高速走京广高架或南三环
进入市区；由市区到新郑方向车辆走机场
高速或京广快速路上十八里河站到轩辕
故里站、东三环南站下，再向南进入新郑。

大熊猫：这是飞到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