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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图置业决定对和昌盛世城邦 8号地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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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和昌盛世城邦 8号地块”
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区重乔路以南、庙后安街以东，项目总占地
面积 11153.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5682.23 平方米，容积率：
1.999，建筑密度 17.43%，绿地率：31.03%。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且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叁
级（含暂定叁级）及以上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及符合建设部《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
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年 10月 19日 -2017
年 10月 25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
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 联
系电话：0371-86196268� 招标方咨询电话：13137846456

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19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和昌盛世城邦 7

号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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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和昌盛世城邦
7号地块”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区静好街以南、且都路以东。 项目
总占地面积 23922.70平方米，建筑面积 53683.91平方米，容积率：
1.557，建筑密度 21.66%，绿化率：30.36%。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且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叁
级（含暂定叁级）及以上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及符合建设部《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
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年 10月 19日 -2017
年 10月 25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
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 联
系电话：0371-86196268� 招标方咨询电话：13137846456

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19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图置业决定对和昌盛世城邦 9号地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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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和昌盛世城邦 9号地块”
项目郑州航空港区静好街以南、庙后安街以东。 项目总占地面积
29654.80平方米，建筑面积 82092.71平方米，容积率：1.999，建
筑密度 16.71%，绿化率：31.54%。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且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叁级（含暂
定叁级）及以上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
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及符合建
设部《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物业
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年 10月 19日 -2017年
10月 25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
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 联系
电话：0371-86196268� 招标方咨询电话：13137846456

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19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保利尚园”小区项目位于郑州高新区枫杨街

南、桃花里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60842.77m2，总建筑
面积 365036.21m2。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
公司。 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好，且有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壹级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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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9 日 -10 月 25
日。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
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业大厦 716 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731� 招标人：13938508203

招标人：郑州保利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住房租赁单独出台条例说明管理层
已将租赁纳入我国住房体系重要部分，确
立租赁与购买的平等地位，真正实现租售
并举。”据有关人士介绍，今年5月，我国曾
就第一部明确规范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
的行政管理法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而下阶段《住房租赁管
理条例》和《住房销售管理条例》或将分别
出台。

2016年底，中央首提要准确把握住房
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
要出发点，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让房
地产政策悄然发生变化。今年7月，住建部
等九部委下发了《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
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选
取了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12个城市作
为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单位，再度明
确购租并举，租售同权。随后，国土部、住
建部联合发布《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
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北京、上海、南京、
杭州等13个城市进行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
赁住房试点，正式开启租房时代。

方正证券分析师任泽平表示，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20余个省份（直辖市）出台“加快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细则，从供
给、金融、财政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除政策铺垫外，住房租赁的具体落地也
在铺开。10月13日，武汉首次召开住房租

赁企业与银行对接会，助推武汉住房租赁国
家试点工作。会议透露，为给住房租赁市场
各方提供统一标准和质量的服务，全市将建
立融合政府监管、金融服务、企业供房和个
人选房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级租房平台。

此外，中国银联也宣布与沈阳市房产
局签署住房租赁服务平台合作协议，共同
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提升老百姓租
房、用房综合服务体验。与此同时，中国
银联还正在积极加快与其他住房租赁试
点城市的合作进展，今年年内有望在12个
试点城市全部实现服务开通。

一线城市更是直接从土地入手，推动住
房租赁执行。10月11日，广州首宗全自持
土地进行出让，地块要求整体确权不得出
售，将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且出租对象需要政
府同意。值得关注的是，地块要求竞买申请
人应当符合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外汇管
理的规定；在广州市范围内竞买商品住宅用
地从事房地产开发必须使用自有资金。

北京方面，增加 19宗住宅 70年产权
出租房用地的供应，将提供近 2万套房
源。上海方面，推出多宗低价“只租不售”
地块，要求受让人应在出让年限内整体持
有租赁住房物业并持续出租运营。深圳
方面，不仅要求企业建设过程中进行配建
不低于20%的自持租赁住房，并将收储100
万套城中村房统一租赁。据《南方都市报》

环保部：
已调查处理7000多个
涉自然保护区问题

环保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的“绿
盾 2017”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据环保部介绍，截至目前，各地已调查
处理7000多个涉及自然保护区问题，
七部门将成立十个联合巡查组，在全
国31个省区开展历时1个月的巡查。

10月17日，环保部等七部门在北
京联合召开“绿盾 2017”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巡查工作
部署视频会议。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
出席会议时表示，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各地方、各部门对照问题清单逐
一进行了排查和处理，建立违法违规
问题管理台账，严厉打击涉及自然保
护区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力促进
了违法违规问题的清理和整改。对已
调查处理的涉及自然保护区的问题，
确定了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限，生态恢
复措施正在落实。据《人民日报》

我国兆瓦级风力发电机
首次批量打入欧盟市场

新华社电 18日，中车株洲电机有
限公司与德国风电巨头森维安公司签
署框架供货合同，未来 3年将向后者
出口至少 100台 3.7MW－144机型风
力发电机。这是我国兆瓦级风力发电
机首次批量打入欧盟，也是中国风电
装备在全球高端风电市场的新突破。

据中车株洲电机公司董事长周
军军介绍，该款发电机的噪声控制技
术远超国内行业水平，也高于全球行
业标准，将配套森维安公司对噪声要
求极高的风电机组。同时，在风机设
计开发过程中践行了平台化理念，设
计出了能满足各种变体外部接口的
主体结构。

作为中国高铁核心动力研发企
业，中车株洲电机是中国风电行业技
术路线最齐全、规模最大的风机研制
企业之一。

国家级住房租赁条例将加速出台
两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多地征求意见建议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多地对《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等征求意见和
建议。

《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将对租赁行为各方权责进行认定，对政府公共租赁平台建设与监管、住房租赁企业的房
屋建设标准、装修设施标准和价格标准等方面予以规范，同时从税收、融资等方面对租赁企业予以支持。

如何规定租售同权值得关注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康俊亮表示，《住房租赁管理
条例》将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住房租
赁的行政法规，进一步凸显了建立租售并
举长效机制，加快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
性。同时，立法中如何规定租售同权及如
何设计鼓励机构进入租赁行业的相关制
度值得关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透露，
9月下旬，专题调研组到湖北省展开调研，
与湖北省发改委、财政厅、住建厅、国土厅、
教育厅等17家省直部门、企业、房主、租客
进行座谈，听取了企业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了租金水平、占收入比重、租期约定、押金
标准等具体租赁情况，询问了租客对居住
生活体验、企业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
管司副司长杨佳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
加快推进住房租赁的立法，配合相关部门，
积极推动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尽快出台。

今年 7月底，住建人士透露，通过立
法，将明确租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稳定租期和租金
等方面的制度，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同时，还要健全住房租赁监管的体制机
制，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责，加大对违法违
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政策铺垫和具体落地铺开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
“华龙一号”首台
ZH－65型蒸汽发生器出厂

10月17日，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
一号”国内首台ZH－65型蒸汽发生器在东
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吊装出
厂。这标志着中国第三代核电设备自主设
计制造能力已经成熟，中国核电装备制造
技术和水平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