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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登政出〔2022〕25 号（网）地
块地下空间暂不计入供应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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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2 日 9 时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 17 时， 登录登封
市 公共资源交易 中 心 网 站（http:

//www.dfggzyjy.com/），浏览公告
并下载挂牌文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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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2 日 9 时至
2022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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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地块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应依法履行人防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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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路 13 号
联系电话：0371—6271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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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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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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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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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秦华 文/图）
昨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迎来 101 周年华诞之际，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庆“七一”河南戏曲、曲艺名
家慰问基层最美劳动者活
动在郑州圆方集团精彩举
行。来自郑州基层的保洁
工人、保安、月嫂、建筑工
人等劳动者代表，零距离
观看了艺术名家们的精彩
演出。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戏
剧家协会、河南省曲艺家协
会主办，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
中心承办。活动中，中国剧协
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与
中国曲协副主席、河南省文
联副主席、河南省曲协主席
范军，带领豫剧名家虎美玲、
王惠、王红丽，越调名家
申小梅，曲剧名家杨帅学，
曲胡名家张付中等，与圆方
集团残疾人艺术团演员同
台献艺。

艺术家们为大家表演
了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红
灯记》选段 ，曲剧《阿Q与
孔乙己》选段、《徐策跑城》
选段，曲胡独奏《大起板》，
越调《焦裕禄》选段，相声
《精彩十分》等精彩节目，
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李树建表示，广大基层

劳动者为中原崛起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们是河南人的
一面旗帜，为出彩河南赢得
了美誉。“我作为一名文艺
工作者，要更加深入基层为

广大职工群众演唱，与广大
文艺工作者一起，用艺术的
形式让党的声音更加精准
地传遍千家万户，传给基层
的劳动者”。

庆“七一”河南曲艺名家慰问基层劳动者
《焦裕禄》《红灯记》《阿Q与孔乙己》等节目受到热烈欢迎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郭韬略） 7月
3日晚，2022赛季中超联赛
海口赛区第八轮浙江队VS
河南嵩山龙门队的比赛，将
在海口进行。目前，河南嵩
山龙门队以 4胜 2平 1负的
成绩暂居海口赛区第二名。

在嵩山龙门队赛前的
发布会上，主教练哈维尔携
球员钟义浩出席。哈维尔
介绍备战情况：“这场比赛

的重点在于细节，我们需要
发挥出自身特点。上轮比
赛我们安排了轮休，希望更
多的球员能够为这场比赛
做好准备。”

被问及球员赵宇豪时，
哈维尔说，他还处在恢复
期，何时复出还需要结合相
关信息以及与他沟通，要等
他完全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时才会让他出场。“我们的
中场位置人员储备不是很

丰富，也在看后面会不会有
一些补充。赵宇豪在身体
健康时作为防守型中场踢
得非常不错，能力很全面。
包括他的领导力和团结球
队的能力，能给球队起到积
极的作用。”

据悉，嵩山龙门队和浙
江队这场比赛将开放观众
入场。对此，哈维尔表示期
待：“这场比赛非常高兴能
有球迷来，很久没能和球迷

们一起享受比赛。球迷其
实是我们在场上战斗非常
重要的因素，他们的到来能
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氛
围，从而鼓舞我们。”同时，
哈维尔也提醒球迷朋友注
意天气注意安全。

按照计划，2022赛季
中超联赛首阶段赛事于 7
月 12日结束后，第二阶段
赛事将于 7月 21日至 8月
21日进行。

中超联赛嵩山龙门明晚迎战浙江
哈维尔：期待和球迷一起享受比赛

精彩节目受到追捧

李
树
建

为党的生日送上祝福
“杜甫奖”文艺名家
推介活动在郑开启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苏瑜 通讯员 郭森） 7
月 1日，中国共产党 101周年华
诞，郑州市文化艺术界人士齐聚
一堂，“杜甫奖”——文艺名家推
介计划（第四批）热烈开启，为党
的生日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作为打造郑州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高地、不断提升文艺名
家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杜甫
奖”——文艺名家推介计划
（第四批）经网上申报、资格审
查、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遴
选出郑州市 3 名优秀文艺名
家：网络作家——甘海晶，青年
人物画家——贾发军，戏曲艺
术家——王希玲。

根据“杜甫奖”——文艺名
家推介计划,获奖的文艺名家奖
励内容采取“四个一”方式进行
推介:拍摄一部专题片、出版一
本个人专著、举办一场展览
(演)、举办一场专家座谈会。系
列推介活动就此展开，以线上
线下的全方位宣传方式，打造
郑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高地，
不断提升文艺名家的影响力与
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