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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
局、新郑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
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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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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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在达到最高限价前
采用“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在达到最
高限价后采用“限地价竞保障性住房”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具体内容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四、 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并

于 2017 年 1 月 5 日至 2017 年 2 月 8 日 16 时，
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国土网
上交易系统（http://www.xzggzy.cn/xzjyzx/）或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网站的国土网上交易（http:
//gtjy.zzland.gov.cn）， 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
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7年 2月 8
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017 年 2
月 10 日 10 时。 竞
得人取得《网上竞
得证明》后需携带
其他审核资料到新
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签订《成交确
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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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挂牌为有底价挂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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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地块挂牌出让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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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
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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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高先生 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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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人行道、快车道收电动车停车费，1元到2元不等

电动车“圈地”收费恁任性
收费人无证上岗，没有票据，算不算占道经营？

在郑州，骑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越来越多，因为电动
车没有上牌，没有纳入管理系统，到底有多少辆并没有
一个准确数字。但据交警部门保守估计，郑州市电动
车数量超过200万辆。可泱泱电动车大军也有烦恼，
骑车虽不费钱，停车得天天交费，而且论次论地段收。

记者调查发现，郑州电动车自行车的收费让人咋
舌，不仅超标收费，随意圈地占为己有，且看车人多为
年长老人无证上岗，没任何票据。这钱究竟该不该
交？算不算占道经营？郑报融媒记者 李雪 文/图

市民赵女士向本报反映，
她被停车收费的事搞得很气
愤，早该曝曝光了。“前几天，
我路过紫荆山路和东里路交
叉口，看见路边的人行道被占
得只剩下一条窄窄的盲道可
以走。路过 3次，见到 3个收
费人员，一个老头，一个老太
太，一小伙，像一家三口，轮着
收。仨人都没任何证件。”

赵女士说，有一次去购
书中心给孩子买书，停电动
车的时候没见人，出来之后
一个自称 80 多岁的老太太
拉着她非要收 1 元停车费，
不给钱拉着车子就不松手。
因为对方没有任何收费凭
证，周围也没有树立停车收
费标识，赵女士拒绝交费后
果断报警处理。

遭遇：无证上岗，倚老卖老，不给钱不放手

北环与文化路东南角的一个
商场门前，人行道上密密麻麻停
着电动车。向东到渠西路路南
150米的红色廊道已经变成了非
机动车停车场。在此巡逻的东风
路巡防队员马先生说，这个地方
一天要停好几百辆电动车。

“早上和晚上高峰期，大量的
非机动车只好骑到北环快速路

上，机非混行，北环文化路口拥堵
也非常严重。12月16日早上，这
路口还发生一起渣土车和自行车
相撞的交通事故。”

一个正在停车的男子表示自
己在写字楼上班，也知道这个地方
收费是不合理的：“我好几次停车，都
说给5角，但收费的非要1元，不给钱
不让我走。他表示物价局定的收费

标准他不管，反正交费5毛是做梦。”
规定：按照《郑州市车辆存放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非机动车在停
车场停车20分钟以内，免收一切费
用。停车费白天自行车0.1元，电动车
0.5元；晚上自行车0.2元，电动车1
元。记 者 致 电 价 格 举 报 电 话
12358，对方表示电动车白天收费
1元属违规。

目前郑州的电动车停车费收1
元已成普遍行情。但在银基商贸
城、二七广场德化街附近，许多停车
点白天收费已从1元变成了2元。

市民李女士在银基商贸城做
导购，她说在这附近停车常年都

收 2元一次，不分停了几分钟，只
要停就是 2元。有一次因为有急
事她把车停在路面的停车场，等
到办完事回来晚上 7点半时发现
自己的车已经不见了踪影。一个
送货的人告诉她可能被人锁起来

了。第二天一早，她再次来到停
车地点，收费人员说，你的车我昨
天已经给你推到地下停车场了，
交 40元保管费，交了就可以把车
骑走了。在讨价还价后，给了看
车人25元。

记者看到，银基东门钱塘路
一侧，两个穿便衣的 60岁左右的
男性背着挎包，来回向停车的市
民收取停车费。“光钱塘路这一
侧，就有 5 家承包。俺一家一月
给上面交 8000 元。就这二三十
米，能停 200辆吧。”收费人话罢，
给记者指了指。

别小看这点地方，虽然长度
是 20 多米，但是横截面跨度大
啊。从台阶上到人行道再到快车
道，停车人圈地有点猛。

记者计算，按照一辆车平均
占地半米，30米可以停车 60辆，
一共停了4排，也就是240辆。按
照一辆车 2元，翻台 2次，一天可

收费 960元，一月收费 28800元。
这个数字还是保守估计。据一个
送货人讲：“很多人来银基是补
货，停一会儿就走了，一个车位一
天可不只停两辆车。电动车停车
收费的利润很大，这里每天的车
流量在两三千辆，看车人的工资
每月在5000元以上。”

沿着钱塘路往北，在操场街
银基的东北门一侧，一个六七十岁
的大妈正帮停车人挪车。记者上
前询问其有没有啥手续和收费标
准，她不情愿地说：“我就这几十米
范围，一年租金 18万啊。俺俩老
太婆都六七十了，不容易。姑娘你
没看人家都交钱了，要是包月停我
给你优惠。”收费人说，有在银基上

班的会包月，一月60元。“就这，还不
是谁谁都能承包了啊，俺这都是认
识银基里面的领导，托关系才中。”

记者沿着银基走了一圈，一
马路、西三马路都有电动车圈地
收费的情况。划的地儿不仅占了
人行道，机动车道也没放过。不管
是地面停车场，还是地下停车场，
都没发现一个跟非机动车停车收

费有关的停车标牌或明示牌。
市民薛先生说，银基的地下

非机动车停车场以前是个仓库，后
来商场扯了充电线，在停车场最里
面位置，充一次 5元，停车另外收
费。“根本没有收费标准明示牌，地
下停车场的看车人可凶了，不给钱
不让走。即使交钱，也没任何票
据。”线索提供 马子坚

看车人：物价局标准我不管，停车费5毛是做梦

调查：二七广场、银基商圈已从1元变2元

台阶、人行道到快车道，停车人圈地有点猛

收费人：俺一年租金18万，还得找关系

东里路南边的紫荆山路西侧，人行道占得只剩盲道了

北环的红色廊道成了收费停车场

规定：据了解，按照《郑
州市车辆存放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停车场必须按照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
实行明码标价，在车辆存放
场所入口处及收费地点的
醒目位置，用标价牌标明收

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计费方法、免费存放时
限、投诉电话等。

按照《郑州市停车场管理办
法》，公共停车场看管人员应当
取得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统
一印制的看管证件，持证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