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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8 日挂牌成交 1 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登政出【2020】39 号（网）宗地位
于登封市少林大道与卢鸿路交叉口西
南 ， 使 用 权 面 积 为 12185.04 ㎡
（18.28 亩）。 成交价 4679.68 万元，
竞得人为河南正商中岳置业有限公司。

现特向社会公示。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2021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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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决定对商都河洛阜园项目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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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河洛阜园”项目位于巩义
市洛神路道路绿线西，项目总占地面积 56236.4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62212.62 平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拟指派项目经理，年龄为 40 周岁及以下，担任
项目经理工作年限不低于五年（附承诺书），具有相关岗位资格证书；
3、管理业绩要求：投标人具有单个项目 12.5 万（含）平方米的住宅业
绩不少于一个；4、投标人须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
gov.cn）→信用服务→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相关主体（包括投标人、法
定代表人、项目经理）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网页信息查询，被列入失
信名单的投标单位将被拒绝，查询时间应在本公告发布之后，相关网
页截图信息须包含查询时间。（备注：人员查询应输入身份证号码进行
查询）；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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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5 月 10 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招标文件领取地点：巩义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中心 7 楼物业管理科，联系电话：0371－64566072。

招标人：郑州国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美正兴科技园有限公司决定对航美国际智

慧城（一、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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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情况：航美国际智慧城（一、二期）位于新郑市薛
店镇规划环路西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11976.29m2，总
建筑面积 136159.8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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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报
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5�月 10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新郑市住房保障和
房地产管理中心物业科 联系电话：0371-60880991

招标人：郑州航美正兴科技园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30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
庆辉 通讯员 徐进 文/图）经过
建设，2020 年底，高新区完成了
渣土车管控平台建设。目前，高
新区渣土车管控平台已成功对
接郑州市建筑垃圾清运平台，实
时获取郑州市城管局已备案的
渣土车 GPS数据、渣土车备案数
据等。

据了解，高新区渣土车管控平
台已成功对接郑州市建筑垃圾清
运平台后，通过车辆的GPS信息，
结合划分的限行区域，可实现对渣
土车车辆的限行管控；通过渣土车
GPS的定位，对渣土车违法和渣土
车GPS信息结合，双向监控渣土车
的行为，可形成对渣土车的违规预
警；对通过平台对接推送的卡口过
车图片和自建的微卡过车图片，系

统将智能分析比对，通过对违规车
辆的属性信息进行分析，实现对违
规渣土车运营公司的管理与限制；
通过对渣土车违法数据分析，对于
严重违法或者其他情节的渣土车
进行布控；通过对渣土车违法数
据的统计分析，分析渣土车的违
法类型分布和违法趋势，获取渣

土车车型的出行规律和违法习
惯，对渣土车进行管理升级；实时
监测渣土车辆实时位置、运输轨
迹，监管车辆是否按照规定的运
输路线进行运输，中途是否出现
违规倾倒，进行及时提醒，避免违
规行为的发生，从源头杜绝安全
事故的发生。

传承民族文化 弘扬黄河精神
二七区委党校

举行现场教学活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吴孝丽）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昨日，二七区委党校组织2021年春季
主体班全体学员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
园和黄河博物馆，进行现场教学活动。

进入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学员们感
受了母亲河焕发的生机勃勃和雄浑力
量。在黄河博物馆，大家了解了中国人
民同黄河水患搏斗和抗争的艰辛历程，
感知了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
民族精神。学员们表示，必须在工作中
传承民族文化、弘扬黄河精神，为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上街区社保中心：
“早点名 晚点评”
优化服务质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鹏
飞 通讯员 王雯斐）近期，上街区社
保中心实行“早点名、晚点评”制度，
实现业务准确、快捷、高效办理。

“早点名”即窗口工作人员提前
10分钟到岗，及时传达新的政策精
神，统一着装，强化服务意识，提供优
质服务。“晚点评”即下班后对当天工
作进行简要总结，对于遇到的难点、
堵点问题汇总，并进行梳理反馈、分
析原因、协调解决，将“办不成的事”
转变为“办成的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
阳 实习生 陈海潮 通讯员 张震
文/图）当前，正值小麦抽穗，也
是小麦赤霉病、白粉病、麦蚜虫
等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时期。为
帮助农民进行“一喷三防”，豫兴
路办事处组织专业农药喷洒队
在辖区 20个行政村内进行农药
喷洒工作，帮助农户对小麦进行
病虫害防治。

在麦田边，技术人员手持无线
遥控装置，聚精会神地操控着无人
机进行作业。无人机在两三米的
空中来回穿梭，将农药均匀地喷洒
在小麦上，两三分钟便可喷完一亩

地。豫兴路办事处农办主任张军
纪说：“以往人工或者地面机械喷
药，费时费力，效率低，还容易伤到

小麦。现在使用无人机喷药效率
很高，而且无人机能产生下旋气
流，喷药效果更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徐竞伟 梁明珍）4月 28日上午，
上街区中心路街道举行了“有事好商量”
项目化运作平台启动仪式暨上街区政协
“有事好商量”座谈会，就建好用好该平
台进行了交流部署。区政协副主席武家
寅、李新廷、吕现州及街道领导班子、各
社区书记等参加活动。

中心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魁伟表
示，将充分发挥“有事好商量”平台作
用。各社区安排专人与区政协委员建立
联系，同时邀请区政协委员积极参与社
区各项工作；精心实施，聚焦热点难点问
题，组织辖区政协委员参与商前调研和
协商议事；创新思路，因地制宜、因事制
宜、因时制宜，结合要解决的问题和参与
的对象，灵活选择场地和形式，让协商活
动富有生机活力。

区政协委员代表分别发表了自己的

想法，“通过‘有事好商量’项目化运作平
台，让委员们深入群众、发现问题，了解
群众的所思所盼，同时也破解了我们委
员履职难的问题，让商量变得更有温度、
更有实效、更接地气”。

武家寅说，要把扩大公民有序政治
参与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
做到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众人的事
情众人商量。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深
入群众、了解意愿，为工作开展提供第一
手资料；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围绕发
展、民生等问题，听取社情民意，形成有
事好商量的良好氛围；要有创新发展的
履职格局，积极参与协商活动，加强各部
门联合联动，探索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
有效衔接的“新样本”。

据介绍，中心路街道按照“党建引
领、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多方参与、服务
群众”的原则，以打造“有事好商量”项目

化运作平台为契机，将辖区 24名政协委
员分片到 14个社区协商议事，确保每个
社区至少有两名政协委员，形成“1+2+N”
的政协委员联系社区工作机制，在“有事
好商量”中传播“好声音”、形成“金点
子”、画出“同心圆”，进一步激发政协参
与基层治理的效能，提高协商议事的参
与度。

今年以来，街道聚焦党政工作大事、
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广泛收集
需要协商的各类议题。目前收集的议题
既有物业管理、自来水升级改造、小区
“亮化”等居民关切的操心事，也有停车
难、养老难等群众关注的揪心事。同时，
“有事好商量”项目化运作根据议题需
要，邀请政协委员参加，实现双向选择、
双向互动，做到“建言资政有用、凝聚共
识有效”，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民生难
事，助推民生发展、补短板、强弱项。

上街区中心路街道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有事好商量”项目化运作平台启动

高新区渣土车管控平台
成功对接郑州市建筑垃圾清运平台

“天眼”盯紧渣土车

麦地打药用上新帮手
无人机两三分钟喷完一亩地

大数据可视化展示车辆GPS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