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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因信访问题，经市政府批准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中止挂牌出
让活动，恢复挂牌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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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亚太绿博田园七期：1# 楼至 5# 楼、地下车库项

目位于绿博组团，富贵六路以北，牡丹二街以西。 项目
总占地面积 21041.0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0952.27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投标资
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
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
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2 月 25 日
-2020年 12月 31日。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
格预审，线上报名。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中牟县房
管局物业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
件）。 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中牟亚太
新宇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890000084

中牟亚太新宇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5日

招标公告
亚太绿博田园三期：1# 楼至 5# 楼、地下车库项

目位于中牟绿博组团，富贵六路以北，屏华路以东。 项
目总占地面积 15426.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8425.25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投标资
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
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
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2 月 25 日
-2020年 12月 31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
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中牟县房
管局物业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
件）。 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 中牟亚太
新宇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890000084

中牟亚太新宇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5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富田东方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决定对惠场新村安置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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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项目位于荥阳市兴
华路与汜河路交叉口西北侧，总占地面积 31444.09m2，总
建筑面积 98511.60m2，容积率：2.51，建筑密度：29.65%，
绿地率:30.08%。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
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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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
取时间：2020 年 12 月 25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招
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
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富田东方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李剑 王朝锋 通讯员 杨
万斌） 12月 22日，郑州市召开《郑州热
力集团、华润登封电厂“引热入郑”长输
供热管网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江亿等9
名专家参加评审。

据悉，该项目是郑州市委、市政府推
进能源结构调整和大气污染攻坚战重要举
措之一，被列为中央财政清洁取暖第一批

示范项目。工程建成后，可向郑州供热
2100兆瓦，供热量2000万吉焦，增加郑州
市集中采暖面积6000万平方米，解决200
万人口冬季清洁采暖问题，节省标煤51万
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6万吨、氮氧化
物 198.3吨、二氧化硫 142吨、烟尘 12.73
吨，相比天然气采暖每年节省数十亿元。

专家组一致认为，报告符合国家能
源发展方针和能源安全战略，建设登封
长输供热管网工程是十分必要的，报告

达到《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规定》的要求，原则同意通过报告。

郑州市热力集团和华润登封电厂主
要负责人表示，在郑州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在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专业团队的
大力支持下，工程将充分吸收先进技术，
利用电厂余热，实现节能减排，力争将本
工程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长输供热精品
工程、标杆工程，造福郑州人民，服务于
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印象二七 美丽有我”
短视频大赛启动
作品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20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景静 通讯
员 郭佳星） 记者从二七区获悉，由二
七区委、区政府主办，二七区委宣传部
承办的“印象二七 美丽有我”短视频大
赛于 12月 21日正式启动。活动旨在通
过市民群众的镜头视角，用短视频形式
展现二七区风貌变迁、产业发展、人文
自然生活等。

想要参赛的市民需在 2021年 1月 20
日前将参赛短视频作品、拍摄地点及作
者姓名、电话、作品描述（100字以内）发
送至邮箱 waixuan27@126.com。参赛上传
视频素材要求为MP4格式，时长不能超
过 2分钟。视频要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
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传播正能
量为最终诉求，而且视频不带角标、台标、
水印、LOGO。参赛者承诺参选作品的原
创性，参赛作品未参评、获得其他公开比赛
奖项。

组委会将组织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若干名，其中一等奖奖金 8000
元，二等奖奖金 5000元，三等奖奖金 2000
元，优秀奖奖金500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魏少杰 文/图） 12月24日，在中
原西路阳光花苑小区门口的生态廊道
内，一幅幅图文并茂、栩栩如生的场景复
原雕塑和红色党建版面装点而成的文化
长廊，引来附近市民驻足，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莲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侯慧芳介绍
说，中原西路文化廊道长 200米，共分为
“旗帜引领”“溯源莲湖”“莲湖新景”3个
主题版块，并设置有互动设施、游乐设施
和休闲设施，旨在寓教于乐中向社会各
界宣讲红色党建知识、追忆莲湖地域历
史乡情、憧憬莲湖美好发展未来。

惠济区迎宾路街道：
拆除违法建筑
改善市容环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蔺洋 通讯
员 付雅茹）为规范辖区违法建筑整治，
积极响应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惠济区区
委、区政府关于对全市立交桥下、高架下
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的相关要求，12月24日
上午，迎宾路街道办事处联合执法中队、
花园口镇政府对花园口立交桥下违法建
筑进行整治。

按照时间节点，迎宾路街道办事处联
合执法中队及花园口镇政府累计出动相
关人员30余人，对花园口立交桥下开展整
治行动，累计拆除 6处违法建筑，共计 500
平方米。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
联合执法中队及相关单位，从源头上杜绝
违法建筑存在现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薛璐）位
于新密市新华路街道东大街 128号的新
惠街社区睦邻中心，地居城市“黄金地
段”，是一个集健身、书法、亲子、阅读、医

疗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心，总投
资 34万余元，总面积为 70平方米，周二
至周日面向居民免费开放。睦邻中心自
今年 10月投入以来，迅速成为吸引社区

邻里的“打卡地”。居民可以在这里免费
享受身体按摩、阅读看报、书法绘画、亲
子游玩、健身放松等。截至目前，睦邻中
心已服务社区居民6000余人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薛璐 通
讯员 刘惠丽）“感谢政府，感谢城管局，
在三九天来临之际，终于可以正常用暖
了。”记者获悉，牵动着新密 5000多家矿
区百姓用暖需求的矿区供暖项目，终于
在12月18日实现了供暖。

自今年起，矿区街道供暖由郑煤集
团移交至新密市统一管理，在移交中，原
计划要在 2020年 11月 15日如期为矿区

居民通上暖气，但在10月底，在工程未完
的情况下，原授权企业却提出解除经营
权的申请。为全力确保矿区供暖不中
断，供暖项目由双良集团接手运营。多
家相关单位和企业共同协作，全力以赴
推进矿区供暖工程进度。12月 17日晚
上 7时，随着最后一次交接工作完成，18
日零时，矿区的暖气管网终于热了起
来。翘首企盼许久的矿区百姓终于可以

温暖过冬。
今年以来，新密市始终把矿区供暖

工程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在抓，同时特
批“对矿区用暖居民和单位实行边用暖边
交费”的收费方式。目前，临时接管矿区
供暖经营权的双良集团在位于振兴路与
新化路交叉口以北的环卫之家一楼设立
“临时收费点”，持续为矿区暖气用户和单
位办理收费业务，满足市民用暖需求。

由登封“引热入郑”可行性报告通过
将解决郑州200万人采暖问题

中原区莲湖街道：

文化长廊打造基层党建新亮点

新密市矿区供暖项目实现供暖

5000多家矿区百姓不冷了

免费读书看报、健身放松、亲子游玩

新惠街社区睦邻中心：新密闹市区的“幸福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