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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陈诗昂 文 受访者供图

作为一座“因煤而生”的老工业基地，焦作曾连续两年在全国69个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年度考核中，获得“优秀”格次，受到国务院“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激励表彰。撑起这一位次的，就有在长时间工业转型探索中，发
展起来的锂离子电池新材料产业。目前，在焦作，一个规模达300亿级的产
业集群已经形成，并在锂电新材料多个细分领域占据行业主导地位。

这样的硬实力，使得焦作市锂离子电池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入选河南
首批15个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

就目前产业发展态势来看，
焦作市锂电新材料产业集群在
多个细分领域已占据行业主导
地位。从上游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新材料来看，集群内企业主
要聚焦电解液、正负极材料两
大细分赛道，且优势最为明
显。比如，多氟多新材料六氟
磷 酸 锂 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超
30%；和兴化学锂离子电池专
用导电炭黑国内市场占有率
40%；集越纳米碳纳米管、碳纳
米管导电浆产品在数码3C市场
占有率超过65%……

从中游三电系统来看，集群

内企业产品主要涉及电池和电
控，多氟多新能源、河南凯瑞
等发展迅速；从下游终端应用
来看，朋克汽车“美多啦”系列畅
销全国。

“目前，焦作市锂离子电池
新材料产业集群规模已达到
300亿级，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
达到52家，亿元以上龙头骨干
企业超20家，已实现‘高性锂电
材料—三电系统—下游终端应
用（整车）—锂离子关键材料回
收利用及新能源车检验检测等
相关服务业’的全产业链布局。”
唐毅介绍。

如何实现千亿级产业集群
发展目标？今年年初，焦作市发
展改革委出台了《焦作市锂离子
电池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方
案》。根据方案，“十四五”期
间，焦作市将以打造千亿级锂
电新材料产业集群为目标，从

“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招商引
资、推进产业创新、强化引才
引智、壮大市场主体、拓展应用
领域”6个方面，推动产业集群
实现跨越式发展。

具体来看，在招商引资方
面，焦作市将实施“151”驻点招
商专项行动，积极走出去、请进
来，进一步加强对接，促进重大

项目落户。
为弥补人才和公共配套上

的不足，接下来焦作市将着重推
进锂电产业重点企业帮扶机制，
着力打造国家级锂电产业技术
创新中心、锂电产品质检中心。

焦作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唐
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焦
作锂电新材料产业发展环境，
进一步完善锂电全生命周期产
业生态圈，打造全省重要的锂
电新材料产业集群，为推动全
省由基础材料大省向先进材料
强省跨越、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万亿级新型材料产业基地
贡献力量。

持续完善产业链，从六个方面布局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工业转型探索，锂离子电池新材料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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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产业集聚 抢占行业主导地位

近年来，随着国家持续出台支
持新能源产业利好政策和“双碳”战
略的实施，国内锂电市场出现爆发
性增长。

焦作市紧紧抢抓时机，利用良
好的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基础，加快
布局新能源产业链条，在正极材料、
导电材料和电解液等领域布局了大
批高质量项目，锂电新材料产业已
在焦作形成了集聚态势。而以
2015年为界，产业也从发展探索阶

段跨入发展壮大阶段。
“目前，焦作市新能源电池新材

料产业已经形成涵盖正极、负极、电
解液和导电炭黑4大板块，贯通从
基础化工原材料到动力电池再到新
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条。”焦作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唐毅介绍。

而向前追溯，这是焦作市长时
间工业转型探索的成果之一。产业
萌芽的诞生，始于工业转型探索中，
传统企业的转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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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河南祥盛置业有限公司于20
22年 5月 16日被郑州东成置
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

解除股东资格（除名），不
再具有郑州东成置业有限公

司股东身份、不再享有股东
权利，特此公告。

声明

●陈平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192725,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德茂商行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10
181197309142018，声明作废。

●司现玲（身份证号4105271973
10250044）不慎丢失郑州香溪

郡置业有限公司5-13-301购
房发票2份（发票号码：00444
905，金额425570元；发票号码：

18341780，金额：990000元），
声明作废。

●张贵锋丢失安阳市汤阴县建

业春天里12-2-301首付款

收据,收据编号:8434165,金
额:204192元，声明作废。

●许昌永誉建材有限公司行政

章(编码4110233006006)和
财务专用章(编码41102330
06007)丢失，声明作废。

●郑东李占强诊所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正本不慎遗失，许

可证号为：PDY028549410
10417D2112，现声明作废。

●赵燕茹不慎将河南圣鸿置业

公司开具的名门翠园房首付

款收据丢失,号码2017.12.16.CY
52236,金额300000,2018.01.23.
CY20907金额118369,声明作废。
●苏学良遗失河南省第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升公

租房项目投资款收据,金额

玖万元整（90000.00）,收据

编号1629698,声明作废。

●蒋喜法医师执业证书,编码24
2410100000463遗失作废。

●蒋喜法医师资格证书遗失,编
码：201841142410122197
708260817声明作废。

●蔡宜珂，2009年3月24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L411852447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沈丘县沙宣美容美发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1624MA4
0G7FL8G，声明作废。

●张憬宸，2020年2月2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U410040429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步鑫源鞋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2
CKH12U声明作废。

●王延辉位于巩义市紫荆路西、

学院路北10号楼2单元2层20
6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

豫(2017)巩义市不动产登记

第0001622号】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童荣钏(身份证5103221
98604236198)因保管不慎，

遗失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司

收据,收据号NO.P0420-000
002128姓名：童荣钏，房号:
融璟园9-1-404金额1659843
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兰考陆派巴倒烫火锅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JY
24102250033894,声明作废。

●示范区鸿运砂锅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JY241
02910007728，声明作废。

●出生证明（父：张建东，母：

孙梦怡）张涵睿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出生日期:2012年6月30
日，出生证编号：M410113989，
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晨光烟酒副食

店营业执照副本92410503MA
412K6J4W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昆达工贸有限公司于

2022年5月19日在河南大河报

刊登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错

误,更正为(代码:9141030079
3221611Q)营业执照正本、两

个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李国森遗失河南麟格律师事

务所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
101201010434527,声明作废。

●张焕萍411023197701063025
执业证号0200014110008002
0160901388丢失声明作废。

招 标 公 告
■一、项目情况
1.碧桂园天誉花园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学府街与伊洛路交叉
口；项目建筑面积6.8万m2。

■二、项目工程
1.苑区内补种乔木、灌木等绿植，预算18500元。
2.园区增加健身器材，预算18500元。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营业执照，施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以上
工程资质的需要。
2.投标人必须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未经向
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
参加本次投标。
3.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及其它有关的中

国法律和法规。
■四、报名信息
1.报名方式:资料邮寄至碧桂园天誉花园物业服务中心
联系人:朱聪敏 电话:18137989686

2.报名时间:2022年5月25日至2022年6月14日。
3.报名时需提供资料:企业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或被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全部资料。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大河报》、碧桂园天誉花园公告栏同步发布。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2年6月15日上午10时
2.地点:洛阳市洛龙区碧桂园天誉花园物业会议室

2022年5月26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 6月2日

上午10:00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旧钢模板一批。
详情咨询：0379-63120370

13937959490
展样时间：2022年5月26日至6月1日
展样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兴路
公司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459号

数码大厦A座1513室
洛阳市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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