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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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
（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通
知公告”———《关于启用新郑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新系统的公告》），
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 9 时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 16 时， 登录新郑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国土资源网上交易大
厅”系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 16 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时间为：

新郑出 （2019）50 号 （网）:2019
年 5 月 17 日 9 时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 10 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明》

之后的 2 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件规定
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上

竞买人参与竞买且有不低于起始价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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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 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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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路交

叉口华夏国际 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 系人 ： 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

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

00—17：00）
联 系人 ： 司先生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4 月 26 日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19]13 号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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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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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百脑汇是全国连锁的大型
IT商场，百脑汇郑州店位于金水区东风
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200米，紧挨科技
市场，可谓利弊各有。利的方面，凡是买
此类商品的都会聚集于此。弊的方面，
科技市场出现的一些商家经营模式混乱
等问题，致使百脑汇被殃及池鱼。

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树立形象？
如何取得效益？来自台湾的百脑汇电
子信息（郑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承叡
来到郑州后，对此进行大刀阔斧地改
革，提出为顾客提供“以 IT为核心的智
能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口号，并身体力
行地坚持着。

这些温暖举措，百脑汇一直在做

自去年 3月以来，郑州百脑汇提出
“立规矩，禁拉客”“先行赔付”“扫一扫
可投诉，假不假有第三方鉴别”等一系
列品质服务举措，致力为顾客打造安
心、舒心、放心的购物环境。

2018年 3月，百脑汇给商家下发
《违规事项告知书》，实行统一规范着
装、统一佩戴百脑汇制式识别证。提出
严禁占道拉客，规定销售员接待顾客须
站于席位待客黄线内，即离席位线外沿
60厘米。

为保障顾客利益，郑州百脑汇率先
实行适用于笔记本出现商品质量问题
和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行赔付举措。负
有赔偿责任的商家存在故意拖延、无理
拒绝或者撤场等原因造成消费者难以
索赔的情形可到百脑汇一楼服务中心
进行投诉，经官方厂家授权售后判定
后，百脑汇和商家按照建立的先行赔付

制度向消费者先行赔付。
另外，针对投诉率较高的笔记本

部分，郑州百脑汇不仅设立投诉二维
码，而且还在一楼服务中心设立第三
方咨询师，负责购前技术指导和购后
验机服务。

提升体验营销舒适度
增加服务细节温暖度

谈到百脑汇郑州店的变化，李承叡
坦言，管理就像做算术，百脑汇一直在
思考哪些方面需做加法、哪些方面需做
减法、哪些方面需做除法、哪些方面需
做乘法。他说：“对一个经营了近 15年
的商场进行软硬件更新升级，会有很多
实际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统筹考虑，
既不能按兵不动，也不能一蹴而就，小
步慢跑吧。”

对未来，李承叡有很多打算，但总
的来说，就是将百脑汇从传统 IT商场
逐步转变为以 IT新科技为核心的体
验式购物商场，另外，接受商家建议，
考虑节假日延长营业时间，晚上延至 7
点或8点。陶方凤 文/图

快看快看
郑州百脑汇的“脸”在变

本报讯（记者 张勤 文/图）春暖
花开，姹紫嫣红的花朵是什么样的？
谷雨前后，蚂蚁搬家吗？哪首古诗和
春天更配？带着研学单上的一个个问
题，昨天，中原区锦江小学把一天的课
堂“搬到”了郑州市植物园，在这里进
行与“春”相关的自然主题课程。

语文课、数学课，怎么在大自然里
进行？这些课更是有趣，从老师们精
心设计绘制的《研学单》就能看得出
来。同学们需要提前准备午饭，所以
要去超市采购。购买的食物，就要详
细地写出价格，这就是数学学科的“钱
币使用”。不仅如此，到了植物园，同
学们还要估算花朵的数量。

语文老师要求孩子们写一篇小
小的“写话”作业；科学老师让大家带
着放大镜，去观察蚂蚁；美术老师布
置的作业就是画蚂蚁；音乐老师组织
的是吟唱《春晓》；而同学们一天的活
动，撒欢似的时跑时跳，正是实实在
在的体育锻炼。

更让同学们喜欢的课，是用放大

镜观察植物的脉络和小昆虫。“看，蚂
蚁在搬运食物，真有意思。”有的同学
围着一棵树，有的同学趴在地上，都在
认真仔细地观察。

“锦江小学是中原区的一所新建
小学，正在完善构建一系列课程。而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也是学校课
程设置的一项重要内容。”校长赵凤
琴说，此次走进郑州市植物园的研
学，激发学生热爱植物，热爱自然，热
爱生态的情感。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文 周甬/图）快
来看！郑州动物园又引进新动物了，有鹤
鸵、粉红背鹈鹕、白袋鼠等珍稀野生动物，
共20多只。

鹤鸵是世界上第三大鸟类，仅次于鸵鸟和
鸸鹋。它的双翼比鸵鸟更加退化，不能飞翔。
成年鹤鸵高150厘米，羽衣黑色，颈部羽毛颜色
鲜亮，前颈有2个鲜红色大肉垂，非常美丽。鹤
鸵头部的蓝色，是具保护性骨质头盔。鹤鸵外
表虽然靓丽，但攻击力却非常强。腿长，强健
有力，三趾中最内侧脚趾有一个匕首般的长
指甲，被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鹈鹕是一种大型游禽，最显著的特征

是拥有一张神奇的“大嘴”。嘴长 30多厘
米，具有下嘴壳与皮肤相连接形成的大皮
囊；皮囊可以自由伸缩。那一张血盆大口
让它从万千妖艳的鸟类中脱颖而出。此次
郑州市动物园首次引进了10只鹈鹕。

为了白袋鼠种群的持续稳定发展，郑州
市动物园引进了10只白袋鼠。白袋鼠的祖
先并不是白色，是赤颈袋鼠基因突变的结
果。但它的眼睛是红色的，乍一看形似放大
版的白兔。与其他袋鼠相比，白袋鼠显得非
常高贵，是袋鼠界的“白雪公主”。郑州市动
物园目前共有白袋鼠、大赤袋鼠、圆盾大袋
鼠、赤颈袋鼠等4个种类。

百脑汇贴心、温暖的购物、服务环境

郑州动物园引进20多只珍稀动物
美丽的鹤鸵却带一把“匕首”袋鼠界也有“白雪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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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节课，我们在植物园上
中原区锦江小学的“自然课程”深受喜爱

仔细观察花朵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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