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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登政出〔2019〕14 号（网）该
宗地位于登封市中岳文化产业苑范围
内，属建设开发用地，根据中岳文化产
业苑片区规划、产业布局及产业业态等
有关要求。 请参与上述土地的竞买人全
面了解产业苑的整体规划和后期规划，
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详细情况请咨询
登封新区管理委员会（联系人：毛金超
咨询电话 62805819）。 拟建项目要严
格按照规划设计条件指标执行，并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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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 并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 17 时（含节假日），登录
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dfggzyjy.com/），浏览公告
并下载挂牌文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 17 时。

五、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
效证件到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
息录入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
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使用）。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19 年 6 月 20 日 9 时
至 2019 年 6 月 29 日 17 时（含节假
日）。竞得人取得《网上竞得证明》后需

携带其他审核资料到登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
订《成交确认书》。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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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
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网上挂牌，
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即为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涉及林地的地块，依
据林业部门意见，出让后由受让方自行
到林业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费用自理。

（四）本次挂牌宗地地块范围内的
地上、地下构筑物等设施，由受让方结
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 对不需要保留
的， 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并
承担所需费用。

（五）本次挂牌地块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应依法履行人防法定义务。

（六）本次挂牌地块已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

（七）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
管理办法》。

（八）如遇到出让资料、系统问题请
及时联系。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登封市天中路与玉带路

交叉口东北角
联系电话：0371—62718887
联 系 人：吴先生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登自然资交易告字〔2019〕3 号

经登封市人民政府批准，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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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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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5 月 31 日

5起严重扬尘污染问题项目分别是：
管城区金岱产业园区管委会章光

101拆迁工地
存在无扬尘治理措施违规施工、未

按责令停工等问题；
新密市超化镇
存在多处大面积黄土裸露、多条道

路积尘严重问题；
新密市超化镇周岗村三期安置项目
存在场区道路积尘严重，车辆冲洗

设备、喷淋、监控设备缺失等12项问题；
高新区梧桐办事处郑州黄河护理职

业学院扩建项目A~F楼项目
5月初督查发现的问题，大排查期间

仍未整改到位；
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庙里城中村改

造项目
存在大面积建筑垃圾、沙石、黄土裸

露等问题。
针对存在问题，被约谈方各相关负

责人分别进行了表态，对存在问题坚决
快速整改，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并现
场签署了履约承诺书。属地办事处、行
业监管部门表态将加大监管力度，举一
反三，督促企业落实扬尘治理主体责任。

下一步，市控尘办将对约谈指出的问
题进行跟踪整改，督促各建设企业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图） 5月 29日，记者跟随市环境攻坚
办联合执法督查组对荥阳多个工地进行
督查，共督查工地 9个，口头交办问题 8
个，开具问题交办单1份。

在陇海西路与荥泽大道交叉口宜居
健康城乔楼安置区第二社区建设项目C
地块，执法人员发现3台挖机违反临时管
控进行土石方作业，且未采取任何降尘措
施；一名工人露天电焊，且未设置焊烟回
收设备，两名工人露天掺拌水泥。

在乔楼安置区第三社区 B地块、荥
南220千伏变电站配套工程等工地，执法
人员发现存在场区道路积尘、车辆出入
冲洗不彻底等问题。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欢迎市民举报渣土车带泥上路、沿途抛撒等环境违法行为

电话：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郑州报业集团新闻热线96678

邮箱：zbrm123@163.com

“绿色郑州”官方微信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官方微信微博

露天电焊、搅拌，挖机违规作业……

荥阳乔楼安置区工地
这些问题需整改

积尘严重，车辆冲洗设备、喷淋、监控设备缺失……

新密超化镇周岗村
三期安置项目存在12项扬尘问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昨日下
午，市控尘办对大排查期间发现的5起严重扬
尘污染问题项目进行约谈，各相关县（市、区）控
尘办负责人、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属地办事处
主管副职、各违规企业三方负责人等约50人参
加约谈会。

乔楼安置区工地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