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幸格） 4月 23日
是“世界读书日”，郑州图书馆策
划推出“阅读·点亮城市之光”世
界读书日活动、“天中讲坛”在线
直播、“云”读书、少儿阅读征集、
抗疫文献资料征集等 30余场线
上活动。同时，还采购了一大批
饱含“墨香”的新书。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社
区延伸，2019年郑州图书馆积极参与
城市书房建设，一个“机制创新、内容
多元、布局合理、环境优雅、服务便
捷”的郑州公共阅读生态体系初具
规模，生动诠释了“郑品书舍——
家门口的图书馆”理念。

长期以来，郑州图书馆不断
创新服务形式和手段，推动服务
设施智能化和数字化，累计举办
172期“天中讲坛”，开创“郑州
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实
现文献资源的通借通
还和数字资源的
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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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荥自然资告字[2020]5 号

经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政府批准， 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1
（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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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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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到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科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
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到荥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利用科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17 时 00 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 17 时 00 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

动在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该宗
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 16 时 00 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康泰路与荥泽大道交叉口

南 100 米路西
联系人：聂先生
联系电话：037164652100

����开户单位：荥阳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开户行：郑州银行荥阳支行
账户：99701880160008001

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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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朱钰玮 郑州电视台记者 王京 文/图）
4月20日，记者跟随市环境污染防治督导
组联合执法四处督查惠济区扬尘污染防
治落实情况，共督查工地7个，开具交办单
4个，口头交办1个，录入惩戒平台2个。

在英才街荷花街口建业花园里 7号
院（属地为迎宾路办事处），执法人员发
现一处露天切割、两处露天电焊，未设置
焊烟回收设备。

在英才街香山路口附近建业花园里9
号院（属地为迎宾路办事处），执法人员发
现车辆冲洗设备损坏，南侧围挡破损，喷
淋缺失，两处露天掺拌，一处露天喷漆。

在英才街金河路口南 100米路西滨
河路（贾河路—文化北路）道路施工一标
段（属地为新城办事处），执法人员发现

西段工地出入口未设置冲洗设备，部分
围挡未设置喷淋、防溢底座，黄土裸露约
500平方米。

在苓南路民生路口东北角纪信路
（绿境路—绿源路）道路工程（属地为古
荥镇政府），执法人员发现该工地北段
出入口未设置冲洗设备，部分围挡缺
失，黄土裸露约 10000平方米，围挡喷淋
故障。

在师南路大河路口东北角西四环及
大河路快速化工程一标（属地为古荥镇
政府），执法人员发现两台钩机、一台铲
车正在土石方作业，仅有一台雾炮，起不
到降尘作用，一辆豫AV6222渣土车不能
提供任何手续，围挡未设置喷淋，西北出
口未设置车辆冲洗设备，积尘严重，黄土
裸露约1000平方米。

大气环境持续改善得益于这些努力：
调结构 持续治理“散乱污”

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共压减
水泥产能 66万吨，转移炼钢产能 95万
吨，协调转移置换电解铝产能 33万吨。
推进建成区重污染企业关停、改造、转型
转产和退城入园，持续开展“散乱污”企
业动态清零行动。

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2019年全市
规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总量同比削减
168万吨，全市燃煤电厂煤炭消费总量同
比削减146万吨。

在运输结构调整方面，积极推进铁路
专用线建设，新增1000台新能源公交车和
80台新能源环卫车。直流充电终端累计
达5821个，可服务新能源车辆4.65万辆。

“双替代”清洁供暖完成近7万户
全市“双替代”供暖共完成69586户，

其中电代煤 67586户、气代煤 2000户，已
全面完成2019年洁净型煤“双替代”目标
任务。市内八区，各县（市）、航空港区、
上街区除偏远山区外，全部划为“禁煤
区”。进一步加强散尘、尾气治理。

差别化 绿色企业享受管控豁免

严格落实“绿色调度”和差别化管
控。共有7774家涉气企业纳入应急减排
清单，其中红色预警豁免1438家，橙色预
警豁免 3881家，黄色预警豁免 5719家。
另有 1285家应急抢险工程、民生工程、
103家绿牌工地施工基本未受影响。

西四环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一标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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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个好天儿！
刚过去的秋冬季，郑州大气环境进步挺大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其娟）昨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2019—2020年秋冬季，我市优良天108天，同比增加21天，达到历史新
高，特别是消除了严重污染天气，取得历史性突破。今年第一季度，空气质
量持续大幅改善，除臭氧外，5项污染因子浓度同比大幅下降。2、3月份
月度空气质量排名及第一季度空气质量排名均退出168个城市后20位。

黄土裸露、违规电焊、作业不降尘……
惠济区多个工地存在诸多污染问题

“4·23世界读书日”

郑州发放1000万元图书类消费券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明天
是“世界读书日”，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
激发市民读书热情，继市政府首期发放消
费券之后，4月23日上午10时，市政府将在
线上线下同时发放 1000万元图书类消费
券，领券者可在219家实体书店消费使用，
所有参与活动书店还将推出五折至八五折
不等优惠活动。

所有在郑人员（包括来郑人员）均可申
领消费券。其中200万元消费券通过支付
宝和“郑好办”APP领取，每人限领一份消
费券卡包（卡包价值 50元，包含 3张消费
券，其中10元券1张，20元券2张）。

除了线上领券，想买书的市民还可到
市新华书店等参与活动的219家实体书店
现场领取消费券。届时，有 800万元图书
消费券将在相关实体书店现场投放，大家
进店或结账时扫码即可领取。219家实体
书店名单可关注郑州发布官微详细了解。

购物满 38元可
使用10元消费券，满
78元可使用 20元消
费券。其中通过线上
领取的图书类电子消
费券使用有效期截至
5月 17日，每笔消费
限用一张。 扫码看

新媒体报道

郑州图书馆推出
30余场线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