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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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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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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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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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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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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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 17 时， 登录登封市公共资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www.dfg-
gzyjy.com/）， 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
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 17 时。

五、 本次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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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1 日 9 时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16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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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前应办理使用林
地审核同意书。

（四）本次挂牌地块范围内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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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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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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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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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山，自己来测
猝不及防的意外也在考验着队员。

4月 1日，刚刚结束二本营搭建的谢敏接到
父亲去世的电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
下一个强烈的渴望——回家。

韩超斌为谢敏联络好了送他到日喀则
的车辆。谢敏父亲谢忠华是国测一大队退
休的一名驾驶员，参加珠峰高程测量也是他
一直以来的梦想。“如果自己回去，没能完成
这个项目，我父亲会有遗憾吧。”带着这样的
想法，谢敏决定继续此次测量工作。

在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 3天后的 5月
30日，交会组也圆满完成了珠峰峰顶交会
测量任务。此次结果除了重新丈量珠峰的
高度、用于监测与研究外，也为珠峰及其周
边地区的自然资源监测和生态环境保护等
提供第一手资料。

这个30多人的队伍，平均年龄35岁，其
中20多人是来自河南测绘职业学院的毕业
生，6个河南人。这样艰苦，为什么还要测
珠峰？“我们中国人的山，当然要自己来
测”。除此之外，程璐还有着一个朴素的动
力：以后儿子上学，在看到珠穆朗玛峰多高
时，可以骄傲地说：“这是我爸爸测出来的。”

““赵超构新闻奖赵超构新闻奖””好专栏好专栏 AA0404

5 月 27 日 11 时，中国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
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
顶。这一消息成为网友评选
的2020上半年最难忘的瞬间
之一。

除了成功登顶被世人看到
的8名测量登山队员外，还有
一群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
测量队的队员，负责今年珠峰
峰顶交会测量工作。自3月31
日进驻珠峰二本营到5月30
日撤营，他们在海拔超过5000
米的珠峰脚下生活了60天。

7月7日，我们见到了这群
“离珠峰最近、住得时间最久”
的人，并和其中3位聊了聊在
海拔5000多米上的生活。
冬呱视频 刘亚茹

朗日下的珠峰岩雪相间，千壁万仞，金
色的光辉映衬着磅礴的山脊，圣洁而美
丽。这里藏着 99.9994%的人类未曾见过
的极致风光。但这个“世界第三极”还是人
类已知最危险的地带之一。

来自河南修武的韩超斌是第二次到珠
峰了，虽然对即将到来的高原反应做了充
足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发生的那一刻，他依
然觉得低估了它强悍的杀伤力。乏力、呕

吐、头疼、失眠……脑袋像炉子里烧开的热
水。韩超斌觉得这位15年未见的“老友”似
乎一点儿都不念旧情。

2005年，韩超斌跟随国测一大队参与
珠峰高程测量工作。时隔 15年后，他作为
2020珠峰高程测量交会组的中队长，负责
二本营的工作调度，带领着国测一大队 30
多位队员，完成了Ⅲ7、中绒、西绒、东绒2、东
绒3五个交会点的测量任务。

在所有交会测量点中难度最大的一个
是西绒点，这是一条不在登山路线上的存在，
除测量人员外，根本不会有人踏足的“禁区”。

今年负责这个交会点测量的是来自洛
阳的程璐。在 5月中旬最后一次去西绒点
时，之前走过的冰面随着气温升高而变薄，
原本被冰冻住的石头逐渐解封，在大风的
吹动下滚落山崖。在经过绒布冰川时，程

璐和队友攀爬一个 60度左右的斜坡，一块
落石突然擦着程璐的头顶飞了过去，再往
下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最长的一次，程璐在西绒点呆了 11
天。每次下雪，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桶
把雪接起来，再用炉子烧开。这里吃的食物
足够，但没有水。喝点热水能为冰凉的身体
带来些许暖意。

“我们中国人的山，自己测”
为世界第一高峰量身高的河南男子汉，真中！

即日起，“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正式拉开
帷幕，你身边饱含人情味儿的凡人善举和暖心故
事，都可以向我们推荐。征集结束后，本报将联
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对所有候选案例进行公
开评选，获得票数最多的10个案例，授予地区十
大“最美家乡人”称号，并获得正能量奖金2000
元。12月初，推荐2人（组）参与全国评选。当选
全国十大“最美家乡人”的将获得奖金1万元。你
可以拨打电话96678联系我们，也可以关注“天
天正能量”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进行推荐。

高原反应，“老友”的二次相见

身处冰山，危险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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