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日前，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发布公告，公布了第二批通过验收的拟
保留县（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名
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新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宝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 26家
县区中心通过本次验收，加上第一次通
过的 29家合格名单，合计 55家，占拟
保留总名单的55%。

去年以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
63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整
合建立全省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
系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16〕43

号）等文件要求和《河南省拟保留的县
（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验收方案》
（豫公管办〔2016〕11号）的安排部署，
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组成 5个
验收组，于去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3
日，分区域对全省拟保留县（市）级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了验收，经过提升改
造。

第二批达标单位名单如下：

郑州市（2个）：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中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洛阳市（3个）：
新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洛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涧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平顶山市（1个）：
宝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安阳市（2个）：
林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新乡市（1个)：
新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焦作市（3个）：
孟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武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濮阳市（1个）：
台前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许昌市（1个）：

襄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门峡市（3个）：
渑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灵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陕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南阳市（4个）：
社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南召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新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宛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信阳市（2个）：
商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淮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3个）：
上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遂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西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汤阴县食品工业再获“国字号”荣誉

近日，从第25届中国食品博
览会暨全国食品工业品牌大会传
来喜讯，通过专家委员会层层评
审，汤阴县从全国众多参评单位
中脱颖而出，获评“全国食品工业
品牌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近年，汤阴通过引龙头、延链
条、抓创新、严监管，成功培育百
亿级健康食品产业集群。目前，
全县食品企业 173 家，年均总产
值200亿元以上。

（韩永新 郭瑞华）

省科技孵化器联盟召开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近日，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
器创新联盟 2016 年第一届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在河南省大学科技
园（东区）召开，联盟25家理事单
位成员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由联盟理事长刘华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盟
章程（修改案）》《会员管理办法
（修改案）》《加入联盟协议书》《联
盟财务管理制度》和《河南省创新
创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章程》。
原则通过了 2017 年财务拟支出

明细、相关会员单位加入联盟办
法和2017年工作计划。

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
联盟成立于2016年 1月 24日，该
联盟旨在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首批联盟会员由全省 25 家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组成，是以促
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在孵科技企
业创新发展为目标的区域性联
盟，是非营利性的、开放型的战略
合作联盟。 （张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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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南省工商联十一届六次执委会议在郑州召开。省政协副
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梁静作工作报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
组书记杨京伟在闭幕会上讲话。省工商联执委、省直商会负责人3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王伟强)

“功以才成，业以才广”。针
对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的状
况，新乡经开区确立“引进急需
的、借用他人的、盘活现有的”招
才引智思路，补足人才“短板”，
为全区发展打下扎实的“人才基
础”。

广范围“招”才。为满足紧缺
人才岗位需求，新乡经开区打破
身份、地域、年龄等限制，与省、
市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持续 3年
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了 60余名
高层次人才（硕士研究生 30 余
名），充实和优化机关队伍结构。
搭平台“引”才。坚持“招商与引
智”并重，围绕高端装备制造、高
科技纺织服装、高成长性服务业

“2+1”产业，借助全市高校云集
和辖区企业聚集的双重优势，发
挥政府“桥梁”作用，结成“1+6”
校地校企联盟，和中国矿业大
学、中原工学院合作，引进中原
工学院博士到区管委会和企业挂
职。制定《经开区产业发展顾问
实施办法》，开展“新乡经开区走
进高校”系列行活动，搭建“政产

学研金”及人才创新创业平台，
累计建成 40个市级以上研发中
心和18个实训示范基地；启动大
学生创业园和创客空间，创办电
商培训班、上海沪江网与新乡职
业技术学院互联网服务外包基
地，吸引 120名高新人才入驻创
业。

好政策“留”才。顺应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浪潮，出台《关于加
快推进人才工作的意见》，引进全
省首支以支持互联网教育创业者
为主的投资基金，设立 100万元
的专项经费，每年评选奖励 5名

“创新科技人才”和5名“创新技能
人才”。设立劳模一条街，将全区
著名企业家和劳模的照片和事迹
制成大幅版面，大力弘扬企业家
精神和工匠精神。对白鹭化纤、
豫飞重工、华瑞化工等企业引进
的博士、院士给予奖励；善于“筑
巢栖凤”，建立人才保障性住房和
购房补贴制度，为家属就业、子女
入学、医疗等提供“一条龙”服务，
既让人才“落地、生根”，又让人才

“开花、结果”。 （侯海涛）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方式招纳人才
我省公布第二批县（市）级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检验合格名单

2016 年以来，开封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全面推行非公企业
党组织星级考核管理制度，通过
四个方面建立健全非公企业党组
织晋位升级长效工作机制，努力
营造非公企业党组织“群星争辉”
的生动局面，全面激发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活力。

一是科学设“星”,二是考评
定“星”,三是动态管“星”,四是合
理用“星”。注重考评结果的合理
运用，推荐“五星级”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的党组织书记作为各级
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选，作为劳动模范等各类先进
人物人选。 （张永恒）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非公企业党建“星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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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河南省工商业联合
会、郑州高新区党工委主办，河南
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承办的“郑州高新区非公经济党
建创新发展论坛暨广安生物党委
成立十周年庆典”隆重召开。

来自河南省工商联、河南省委
党校、河南省畜牧局以及郑州市
委、郑州高新区、新蔡县的相关负
责人以及省工商联会员企业党组
织负责人，高新区街道办企业单
位，广安生物等非公企业党组负责
人共计280余人参加了本次盛会。

本次会议上，广安生物党委
书记、董事长高天增作了“实现
建党百年梦想，帮扶万人脱贫致
富”主题讲话。他表示，未来五
年内，广安生物党委将继续围绕

“扶贫”这一个中心，注重增强贫
困地区和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
力，强化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地，
并将以新蔡县及荥阳市东沟村
为基地，全面推动河南广安生物
党委“帮扶万人脱贫致富”的奋
斗目标。

（李保平）

广安生物：启动“万人脱贫致富工程”

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创意
产业试点园区主办的“创·艺 中
国行”艺术生活邀请展启动仪式
在郑州举行。金水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王爱辉，国家知识产权
创意产业试点园区管委会书记马
爱玲出席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
书画界人士及艺术爱好者百余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

此次艺术生活邀请展汇集了

国内20多位著名艺术家及资深文
创者的多部代表作品，展品涵盖名
家书画作品、陶瓷艺术品、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品及衍生品，据国家知
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李福岐
部长介绍，未来，园区将建立互联
网+云端+文创平台，创新文创产
业推进模式，使更多优秀作品能够

“引进来”“走出去”，带动文创产业
的发展进步。 （赵晓磊）

“创·艺 中国行”艺术生活邀请展启动

兰考:打造河南四板“民族乐器板块”

近日，由河南中盛诚投金融
服 务 有 限 公 司（会 员 代 码 ：
15174）推荐的兰考县30家企业
集中挂牌仪式在中原股权交易
中心路演厅成功举行，兰考县委
常委、河南省扶贫基金会理事
长、中原证券支持兰考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秦，中心
副总裁史红星等出席本次仪式。

据悉，此次兰考县 30家乐
器制造相关企业集中挂牌,有利
于打造河南四板市场“民族乐器
板块”，必将助推河南整个乐器
行业快速发展。 （张永恒）

去年12月 29日，在”2016全
国家具行业工作会议暨中国家具
协会第六届三次理事会上，中国
家具协会授予庞村钢制家具产业
集聚区“中国家具行业先进产业
集群”荣誉称号。

据悉，目前，伊滨区庞村镇钢
制家具产业集聚企业 516 家，喷

塑流水线 368 条，大型数控设备
160 套，创造了 1 个中国名牌产
品、4个中国驰名商标、5个河南
省名牌产品和 38个河南省著名
商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0余
项。成为闻名全国的钢制家具产
业基地。

（布会琼）

庞村钢制家具产业集聚区：

荣获“中国家具行业先进产业集群”称号

河南开启“无车承运新时代”，近日，河南省无车承运平台“货运快
车”正式亮相，开启了我省“无车承运人”新时代。据悉，该平台基于4G
物联设备、北斗和GPS技术位置定位技术、致力于为公路运输物流行
业提供高效的管车配货工具，为车找货源（配货）、货主找车（托运）提供
全面的信息及订单服务。 （李保平）

“人才战略”夯实发展基础

由本报和易园区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郑州产业园总评选即将收
尾，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评选，主
办方将综合产业园规划理念、开
发现状、客户口碑、市场推广力
度、管理运营、综合服务等指标，

最终推出“2016年度郑州最具人
气产业园（10强）”等奖项。

据悉，在发布第二届郑州产业
园总评榜榜单的同时，易园区还将
发布2016年度产业地产行业数据
报告等相关数据。 （汪军强）

第二届郑州产业园总评榜即将发布

河南开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经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批准，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关
京、汪洋、史成武、崔晓玲、李宏亮、狄现杰、徐文玲、郭金海、李兴隆等九人组
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兴路商都路建正东方中心C座1603室
联系人：崔女士 徐女士
联系电话：0371－58569203

河南开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1月6日

河南开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驻马店段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2017年 1月 6日至2017年 1月 9日，京港澳高速公路驻马店段K861处将进行

匝道桥跨主线施工，施工期间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现通告如下：

一、2017年1月6日至9日，施工路段白天实行单幅双向行驶，夜间恢复双向行驶。
二、施工期间，施工路段限速行驶，小型载客汽车限速80公里/小时，其他机动

车限速60公里/小时。同时，施工路段禁止超车、禁止停车。
三、限制交通期间，请途经驾驶人员提前规划，合理选择行车路线，按照交通标

志通行，并服从交警指挥。
特此通告。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2017年1月6日

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7)1号

受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拟对陕县鑫宝源矿业有限公司100%国有
股权（下称“标的企业”）进行公开转让。转
让底价为7456.89万元。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陕县鑫宝源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1月 17日，住所为陕县神泉路卧
龙居后院二楼,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经
营范围为矿产品销售、地质技术信息服务
（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现有在
岗职工7人，离退0人。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安阳大地勘探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安

阳大地”）持有标的企业100％的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

通过，并经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审计，
标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20367222.41元，负
债总额为 10893638.02元，所有者权益为
9473584.39元。

标的企业2016年 11月财务报表显示
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53326.43元。

五、资格条件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报名时应提供不低于挂牌价的资信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3）不接受自然人、联合体受让。
（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六、交易条件
（1）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评估日为

准，标的企业负债总计10893638.02元，应
由受让方在办理产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先期
偿付。

（2）受让方应于《产权转让合同》生效
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交易价款，若
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交易价款的，受让
方须于《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
内支付不低于80%的交易价款，其余款项
须于《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九个月内缴
清，并提供合法的担保，同时按照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向安阳大地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
息。

七、重大事项说明
（1）“河南省陕县安沟金矿普查”和“河

南省陕县大方山金矿详查（已转采矿权）”
只是在标的企业名下，未实现实质性整合，
仍属原所有人实际控制，在本次股权转让
确定标的企业价值时未包含上述两个矿
权，受让方应接受这一现状，并在今后工作
中履行应尽的职责。

（2）标的企业于 2016 年 6月 20 日与
河南有色地质矿产有限公司、河南福瑞德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省有色金属
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签订了《风险勘
查投资合作协议书》，当安阳大地拟转让标
的企业100%股权时，就《风险勘查投资合
作协议书》相关单位（河南有色地质矿产有
限公司、河南福瑞德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标的企业、安阳大地和河南省有色金属
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又签订了《风险
勘查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至此，标的企
业在《风险勘查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全部权

利和义务均由安阳大地承接，当本次《产权
转让合同》生效后，标的企业从《风险勘查
投资合作协议书》中退出。

受让方应在报名前全面、深入了解转
让标的企业的相关情况，并承诺如发现其
它遗留问题，由受让方自行解决，与安阳大
地无关。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止

日期为 2017年 2月 7日 17时。若在公告
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
让方，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
关资料，并缴纳100万元保证金（以银行到
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
关材料或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视为
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
金转为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
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 真：0371-65665727
地 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 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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