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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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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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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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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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 9 时至

2020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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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挂牌地块涉及林地，依据
林业部门意见，在使用前应办理使用林地
审核同意书。

（五）本次挂牌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应依法履行人防法定义务。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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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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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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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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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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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李宁 文/图）记
者昨日在二七区京广路看到，这
里的改造提升工作基本完成，路
面平整，各类标志线划分清晰，
行人、车辆有序通行，两旁的绿
植经过精心布置很是养眼。自
城市道路综合改造提升工作开
展以来，二七区建中街街道采取
有力措施，打造功能完善、环境
整洁、管理有序的街道环境。

抓好谋划。建中街街道高
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
任分工，多次组织召开“一环十
横十纵”道路综合改造提升专项
会议，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
扎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确保各
项工作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做好宣传。在改造提升前
期，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集中对
辖区“一环十横十纵”涉及道路
沿街商户上门走访，挨家挨户耐
心讲政策，积极引导群众支持配

合道路整治提升工作，让群众深
切感受到城市街区建设提质工
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获得了较多
理解和支持。

齐抓共管。在道路改造过
程中，街道与多部门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统筹布局，坚持道路
改造提升与违建拆除、户外广告
整治、沿街建筑立面改造等工作
协调推进，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
出行的影响。同时，街道践行一
线工作法，要求责任人坚持每天
到责任路段现场跟班作业，及时
掌握工程进展情况，高标准、严
要求，扎实推进城市道路综合改
造提升工作。

截至目前，辖区京广路路
段已基本改造提升完毕，正
在收尾；陇海路已开工。在
下一步工作中，街道将结合
辖区实际，努力为辖区居民
打造更整洁、有序、舒适、愉
悦的城市环境。

郑太高铁全线试运行
开通进入倒计时，郑州至太原只需2个多小时

本报讯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张倩 通讯员通讯员 郑轩郑轩 文文//图图））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限公司了解到，，1111月月2020日日66时时5555分分，，随着随着DD5556255562次高速列车从郑州站开出驶向太原次高速列车从郑州站开出驶向太原
南站南站，，标志着郑太高铁全线正式开始按图试运行标志着郑太高铁全线正式开始按图试运行。。

郑太高铁全线首次按图试
运行前期，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对管内运行图参
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演练等
各项数据指标、行车指标进行试
验，对沿线车站的正线、到发线、
相关联络线的行车设备，以及站
台、天桥、雨棚、其他铁路建筑物
等进行全面检查，为线路开通运
营提供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方

案和技术依据。
为确保各项试验无缝衔接，

前期还采取动车组部分列车运
行和全部列车运行方案，全程进
行“车上车下”联动试验，并按照
相关标准对行车组织、广播引
导、站台接发列车等客运业务和
线路、桥梁、隧道、通信、信号、牵
引供电、接触网等主要行车设备
质量进行试验。

据介绍，郑州至太原全线按
图试运行，是按列车运行图组织
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非载客
运行，试验列车正晚点数量、正
点率等，为线路开通运营做好各
项准备。

郑太高铁开通运营后，郑州
至太原两个城市间的高铁列车
运行时间将压缩到 2个多小时，
比普速列车节省9个多小时。

开通后比普速列车节省9个多小时

郑太高铁位于河南省与山
西省境内，包括已开通运营的郑
州至焦作段（郑州至焦作城际铁
路）和新建焦作至太原段，是国
家规划建设“八纵八横”高铁网
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

南省规划的“米”字形铁路网西
北方向的大动脉。

郑太高铁全长 428.9公里，
其中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管内 260公里，线路设计速度
为每小时250公里。新建焦作至

太原段属于山区铁路，线路走行
范围内山区长度达到 239千米，
线路桥隧比例高达 74.8%，途经
焦作、长治、晋中、太原等地市，设
焦作、焦作西、晋城东、高平东、长
治南、长治东、襄垣东7座车站。

新建焦作至太原段设焦作、焦作西等7座车站

这些道路变靓了
二七区建中街街道
扎实推进道路综合改造提升

改造后的京广路和火车站西出站口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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