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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2019 年 7月 31日 10 时在公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排插及旧机动车一批，排插保证金
5000 元，旧机动车保证金 5000 元/辆（保证金以
实际到账为准），有意者请持保证金交款凭证及
身份证件报名。

展示报名时间：2019 年 7 月 29 日~30 日 17
时止

展示报名地址：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13837955099 18638355681

洛阳市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一诺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河南润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河南
雪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河南雪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将河南
润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转移至母公司：
河南雪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述资质无在建工程，转移前所产
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签订所有合同产
生的纠纷及法律后果，均由河南雪佳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独立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部令第 4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等有关规定，对“汝阳县龙源建材有限公司马
兰河河道采砂项目”进行环评公示，以听取社
会各界对该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及有关环境
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公示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汝阳县龙源建材有限公司马

兰河河道采砂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洛阳市汝阳县三屯乡
项目概况：项目开采范围为马兰河新建

村段，总长 2.45km，规划可采区控制开采深度
为 3.5m，开采方式为机采，主汛期 6 月 20 日
～8 月 20 停止开采，经计算，3 年可开采总量
为 48.12 万立方米。在开采区西侧三屯乡新
建村附近建设砂石料配套加工厂 1 处，占地
面积 1.8254 平方千米。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汝阳县龙源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申尚飞

联系电话：15937911533
通讯地址：汝阳县水利局 106 室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 0三研究所
单位地址：西安市规划红光大道以南协

同创新港研发中试 8号楼
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受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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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q5tL2YmS

aunuQ8NZhKA；提取码：hag1。
6.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查阅方式和期

限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本项目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简本。

7.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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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阳县龙源建材有限公司

汝阳县龙源建材有限公司马兰河河道采砂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好的环境需要维护，长期维护才
能保持更好。

河南商报记者在人民路街道顺
一社区发现，该社区为加强辖区卫生
整治管理，要求提高党员参与意识，
营造整洁、文明、舒适的人居环境，实
行“路长制”与“全城清洁”相结合的
工作模式。

“我们让辖区党员参与其中，助力
城市精细化管理再提升。”该社区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按照城市精细化
管理“路长制”每日巡查机制，辖区党
员对道路两边乱停放的共享单车和非
机动车进行规范整理；督促沿街商户
按照“门前四包”责任内容，对门前环

境卫生整改到位。
在行动中，辖区党员身穿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从细节入手、小事
着眼，把精细化管理工作的重点、难
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作为工作的着
力点，劝导不文明行为，发挥好引领
示范作用。对巡查中发现的卫生死
角、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及时清理
并督促整改，确保各商铺落实“门前
四包”责任制。

自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
作开展以来，工作人员常态化组织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走在人民路辖
区，那一抹“志愿红”成为城市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石少华）宏伟的烈士纪念碑前，人头攒
动；庄严的烈士纪念馆里，游人摩肩接
踵；安静的烈士陵园里，前来瞻仰的人
们肃然而立……

“4个月来，我已经接待前来接受
‘红色教育’的游客4万多人次，平均一
天 300多人次。”7月 15日，在宝丰县烈
士陵园，说起自己的工作，该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红色讲解员”刘甜田沙哑的
嗓音透出自豪。

宝丰县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
时期，宝丰籍抗日壮士与侵华日军英
勇搏斗，现已查明阵亡 152人；在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全县有 267人为革命事业牺牲。
至今，宝丰县烈士陵园里还安葬着 275
位先烈的忠骨。

为进一步发挥“红色基地”在传承
发扬“红色文化”方面的作用，2017年3
月，宝丰县投资2400万元，对烈士陵园
进行改扩建。作为平顶山市重要的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成为集褒
扬烈士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红色基地”。

新的烈士纪念设施落成后，社会
各界反响良好。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已 94 岁高龄的复员军人

李玉文在家人陪同下来到这里，抚
摸 着 烈 士 纪 念 碑 ，激 动 得 老 泪 纵
横。而自发前来缅怀先烈、祭奠英
雄的干部群众更是络绎不绝，“最多
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周接待过 8000
多人次！”宝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张建钊介绍说。

近年来，宝丰县还通过组织专题
巡展、组建英烈精神宣讲团、开展爱国
主义进课堂活动等方式，深入学校、军
营、社区，讲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已
开展活动120余场次，受教育干部群众
3万余人。

河南商报讯（记者 李恒）7月19日，
中原区在西流湖街道办事处柿园（宋
庄）安置区工地召开第四期“三好六差”
工地观摩及点评会，为获得郑州市本批
次绿牌工地的项目及中原区第四期“三
好六差”工地进行授牌。

对于评为“好工地”的项目，优先申
报郑州市绿牌工地，同时如在前期有环
保惩戒平台信用扣分，可按照相关文件
进行信用加分；对于评为“差工地”的项
目，由相关执法部门进行行政处罚，问
题严重的工地在环保惩戒平台上进行

“一票拉黑”。

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讯
员 韦德涛）破产程序终止，司法服务
却不止步。7 月 19 日上午，新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袁荷刚带相关庭室负
责人到新飞公司专题调研，对该公司
存在的新飞商标使用权和经营等问
题，进行现场研究，并拿出解决措施，
助力新飞“振翅”腾飞。

袁荷刚一行走入新飞冰箱总厂生
产一线，实地察看了解新飞破产重整后
的生产经营情况。对新飞负责人提出
的公司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些相关问题，
袁荷刚说，该院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
持新飞的发展，扶上马送一程，发挥审
判职能帮助新飞公司全力解决问题，为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电线杆上可爱的卡通图案、路灯杆上的中国结、背街小巷的壁画……郑州的顺河路变美啦

顺河路“美颜”变身“网红街”
人们一觉醒来，蓦然发现

郑州市人民路街道辖区的顺河
路“变脸”了，简直成了“网红
街”啦！

顺河路之所以迅速“变
美”，就是因为金水区人民路街
道办事处在“路长制”推进过程
中找到一支“马良神笔”——他
们让一张张卡通画“爬上”电线
杆，的确美极了！

河南商报记者 李恒
通讯员 韦艳可 文/图

宝丰县“红色基地”传播“红色文化”，投资2400万元对烈士陵园进行改扩建

抚摸着烈士纪念碑 94岁老兵老泪纵横

中原区“三好六差”
工地名单出炉

新飞复工后有啥问题要解决？

新乡中院院长来调研
现场开“药方”

“三好”工地
1.柿园（宋庄）安置区（西流湖办事处）
2.丁庄安置区（须水办事处）
3.中铁嵩山嘉园（桐柏路办事处）
“六差”工地
1.赵家门改造项目（航海西路办事处）
2.卧龙岗玖玺园（航海西路办事处）
3.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南区地

下交通系统及地下空间项目施工一标段
（莲湖办事处）

4.址刘安置二期（莲湖办事处）
5.大李西岗（1-2 组）棚户区改造

12#、13#（西流湖办事处）
6.西岗3号地块（西流湖办事处）

第四期“三好六差”工地

处于郑州市金水区的顺河路，没
有改造美化前，路不宽，街面乱，电线
杆上有“牛皮癣”。借助于“路长制”的
习习春风，人民路街道办事处把顺河
路打造成了健康城市示范街品牌。

在提升城市品质过程中，该街道
办事处采取“因地制宜”的形式，污迹
斑斑的电线杆被手绘上可爱的卡通图
案，一夜之间成了“网红”；垃圾桶也更
换成了美丽的蝴蝶形果皮箱，颜色靓
丽，环保便捷；路灯杆上装有红色的中
国结，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据
说，接下来，还要安装中国结霓虹灯。

背街小巷的墙壁上，该办事处运
用了文化、健康、记忆、小品的形式进
行了精心的手绘，一幅幅精美的画面
勾起了“老郑州”的记忆。

党员变身志愿者助力城市管理再提升

电线杆穿上花衣服
顺河路有了卡通范儿

背街小巷的精美壁画，时常有路人拍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