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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
规定，现将建设项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许昌市禹州市禹州市绿色

铸造示范产业园 3 号路与 9 号路交叉处；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铝基细化剂生产

线 2 条、铝基中间合金生产线 2 条、锰
（铜、铁等）基铝合金添加剂复合材料生产
线 5条，年产铝基细化剂 2万吨、铝基中间
合金 1.5 万吨、铝合金添加剂复合材料 1.5
万吨。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河南美加德新型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总
联系电话：17703862888
邮箱：sun95660@126.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

构的名称
评价单位名称：北京万澈环境科学与

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址链接为：http://
www.wanchehb.com/show/?id=1001

五、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公示期间，公众可以采取写信、打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项目建设单位进
行联系，发表对该项目建设和环评工作的
意见和看法。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
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及有关部门反映。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反馈意见起至时间：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河南美加德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新型复合材料生产项目第二次公示

张永平、吴丽：
本委受理申请人赵啸波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仲

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0475号】，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书和送达地址确认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和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举证期
间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选定
仲裁员和举证的权利。领取组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书的期限为提交仲裁选定书期限届满后10日内，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10月16日上午十点在
本委仲裁四厅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张萍：
本委受理申请人赵啸波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仲

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0476号】，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书和送达地址确认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和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举证期
间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选定
仲裁员和举证的权利。领取组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书的期限为提交仲裁选定书期限届满后10日内，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10月16日上午九点在
本委仲裁四厅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张豪：

本委受理申请人洛阳名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仲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
061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
书和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0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选定仲裁员和举证的权利。领取
组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的期限为提交仲裁选定书
期限届满后1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
年10月17日上午十点在本委仲裁四厅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在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期间应本着“依法、有序、公
开、便利”的原则开展公众参与。现将
洛阳津安精密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年加
工 2000 万件精密密封件项目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洛阳津安精密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年加工 2000 万件精密密
封件项目建设地点：洛阳市孟津县麻
屯镇路通大道262号。

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 30 万元，
租赁现有厂房，年加工 2000 万件精密
密封件。生产工艺为：外购原材料（高
分子材料）→压片→裁剪→模压成型
→修边→检测→包装入库。主要生产
设备有：压片机、数控裁条机、模压成
型机等。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查阅方式和途径

通过以下联系方式索要本项目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联系人：阴总
电话：15577779888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

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四、公参调查表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M

XPhD5oqvhXtnr5oP17Q，提取码：er0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起止时间
主要方式：公众可通过电话、信

函、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
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

作日内。
发布单位：洛阳津安精密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

洛阳津安精密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年加工2000万件精密密封件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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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
年8月18日10时起至2019年8月1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郑
东新区金水路南、心怡路东4号楼11层04号
（合同号：D14001688206）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谢鹏晓：
本委已受理了（2018）郑仲

案字第 0798 号申请人许保站与
你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郑仲裁字
第 0798 号裁决。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裁决书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上午
10：00 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位于郑东新区
通泰路 43 号院 6 号楼 1 层附 3 号（郑房权证字
第 1001095192 号）房产一套。有意竞买者请于
拍卖会开始前携有效身份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缴纳相应的保证金。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7月18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56789244

河南东金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2日

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在安阳市平原路维克商务酒店

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
一、2019年7月22日上午9时拍卖农机设备一批。
二、2019年8月1日上午9时拍卖安阳市北关区

榕树湾小区101-602号房一套。
有意竞拍者拍卖日前到我公司缴纳拍卖保证金

10万元后参与竞买，竞买不成交保证金于拍卖会后
7日内按原进账方式无息退回。

标的物展示时间、地址：拍卖日前、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3654444、13783835888
公司地址：安阳市平原路367号

河南安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拍卖公告

郑州外国语学校英语老师、高级
教师梁玉霞表示，虽然成功的道路没
有捷径可走，但优秀的学生在学习方
法上是有共性的。

1.优秀的学生能够自觉去实现计
划，完成目标，并对某一章节、某一时间
要学什么、学到什么效果都有着比较清
晰的认识，通过“预习、复习、作业完成”

这3个步骤去实现学习目标。
2.他们懂得珍惜，珍惜时间、珍惜

机会、珍惜已获得的荣誉并能为之继
续奋斗。

3.他们考试过后善于反思和总结。
4.许多优秀的学生都有整理笔记

的习惯，其实整理笔记的过程就是一个
梳理的过程。

5.他们善于将知识连成串、形成面。

“不怕同桌是学霸 就怕同桌过暑假”
这个暑假 看学霸们咋学习
暑假到了，学生如何利用好这个假期？几位学霸和老师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同样是早6晚10的作息，有人乐在其中，有人却苦不堪言——我们眼中的“苦修行”或许只是别人眼中
的“床前明月光”。

一个学生的优秀，不是一招一式、一朝一夕额的“速成”，而是与其持之以恒、不懈努力以及老师、家长的助
力分不开。那么，优秀的学生都是如何学习的？他们又具备哪些素质呢？今天就一起探讨探讨。

河南商报讯（记者 杜世民 文/
图）7 月 11 日，由郑州市 31·103 中
学、郑州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

‘一带一路’国际英语公益夏令营”
正式开营。

来自英国、俄罗斯、埃及、印度
尼西亚等国的 15位国际志愿者，郑
州大学AIESEC协会，以及 100多名
来自郑州市的中小学生夏令营成员
一起交流学习。

“相信同学们一定能激发自身
学习热情，夯实英语基础，提升英语
听说读写技能。”郑州31·103中高中
部党委书记张新慧表示。

营员仲欢表示：“感谢郑州 31·
103中学带给同学们在家门口体验国
外原汁原味的课程和活动的机会。”

郑州31·103中高中部团委书记
宋佳介绍，本届夏令营新增特色阅
读课、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等，让
学生了解传统文化。

本届夏令营为期两周，为纯公
益性质。这也是郑州市第31·103中
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
动和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活动之一。

夏令营主要招收家庭困难、品
德优秀、热爱学习的中小学生。至
今已连续举办 7届，累计惠及 1800
多名中小学生。

这个公益夏令营
让1800多名学生受益

尽早定目标 考砸了也能很快调整好

今年理科考了 702 分（满分 750
分）的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毕业生鲁
方裕说，目标定了，才有学习动力。

“为了实现目标，我们会一直努
力，努力去寻找最好的学习方法。”鲁
方裕认为，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
的学习方法。

其实，她一开始的学习方法并不
理想，她也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刷
题。实践过后，鲁方裕发现她并不喜
欢刷题，而且她刷题的效果并不明
显。尝试很多方法后，她最终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尽早定目标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鲁方裕说，目标还会帮助她调整心情。
“总体来说，我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也有考砸的时候。”鲁方裕说，每当考
砸心情不好，她总能很快调整好。

而她调整的秘诀，就在于目标
定了之后，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是
什么。

故事 从年级30多名前进到前两名 考上清华大学

一位考上清华大学的学霸说，他
并不是“勤奋”的代表者，所以，他不愿
透露姓名。高一时，他才排年级 30多
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稳定在
年级前两名，并最终考进清华大学。

“在高中的 3年，我并不是什么永
远高高在上甩别人几十分的学神级人

物，也不是在社团活动中肆意洒脱的
学生领袖，我拥有的只是一个小人物
一步步向上攀爬的经历。”他说。

当考了 30多名时，他心中十分不
甘：别人能考那么好，自己也一定可以。

为了晚上能刷题刷到深夜，他不
住宿舍，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夜里 12

点以前，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除了老
师布置的任务外，他每周都会去一次
书店，及时买下新上市的资料及试
卷，额外练习。

节假日及寒暑假，他也是待在家
中坚持学习。对此，他毫无怨言，只因
他明白：一分耕耘，定会有一分收获。

经验 学习可分5环节 平常考试也要重视

去年一位考入清华大学的河南考生
透露，他平时学习大致可以分为5个环节：

第一，听讲。
上课之前了解这节课，如果这堂课

学习的知识点是已经熟练掌握的，就可
以自由安排这节课的时间，这样才更有
效、更有目的性。

第二，课下练习。
说到练习，巧合的是，上文提到的

那两位学霸都认为，一味做题刷题不可

取。他们认为，学生应该找自己薄弱的
知识点去练习，针对性地练习，直到掌
握为止。

第三，课后纠错。
练习与纠错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及

时纠正错误的地方才能及时发现问题。
第四，错后总结。
错后总结是课后纠错的升级版，学

霸分享的一个方法是记录。
语文、英语摘录本是少不了的，平时

的积累可以在早读时拿出来背背；他还
有数、理、化、生错题本。“我是用粘贴的
方法把做过的错题整理到一个本上，每
次考试前拿出来看看，既可复习巩固学
过的知识点，又能避免重蹈覆辙。”他说。

第五，测评。
测评，也就是考试，他建议考生，平

常的考试要重视起来，因为考试会暴露
很多薄弱点，发现很多大问题，有利于
提升自己的成绩。

总结

成功没有捷径 优秀的学生有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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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将和国际志愿者一起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