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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卡拉方今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十年研发，“哈柔”
智能现制湿巾机器人，缔造
行业高品质的卫生环保湿
巾，迎合消费者需求，顺应环
保方针，管道收益，改善湿巾
行业市场。

哈柔现制湿巾
合作招商

现首次面向郑州市合作招商
任先生：18838224499

投资需谨慎，请谨慎选择

一、项目概况
河南瑞生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再生塑料颗粒项目位于平舆县西洋店镇平正
公路贾营村委西侧，租用空置厂房 2000㎡，项
目总投资 600 万元，主要以废弃的一次性塑料
输液瓶（袋）为原材料，加工生产再生塑料颗
粒，设计生产规模为6000t/a。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内容：对本项目建设的意

见及建议。
2.公示方式：本次公示采取报纸刊登的形

式，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链接为：
https://www.eiabbs.net/thread-230840-1-1.ht-
ml，或联系环评单位查看环评文本。

3.公示时间：本次公示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结束。

4.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或
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发表自己对该项目建
设的意见和看法，公众意见表下链接为：https://
www.eiabbs.net/thread-230840-1-1.html。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蒋红义 13783336276
电子邮箱：163186393@qq.com

河南瑞生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4日

河南瑞生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
再生塑料颗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5515548198
55001366

辽源矿业集团公司梅河煤矿隶属于吉林省
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去产能矿井关闭，现有国
家划拨土地 1.7 万亩，林地 3000 亩。共建有 9
个原工业园区，15 处办公场所，工业厂房总建
筑面积 7.1 万平方米，专用铁路 10 公里。矿区
基础设施完好，所在地吉林省梅河口市，是东北
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公路、铁路四通八达。

可以采取出售转让、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
经营方式，诚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前来我矿投
资兴业，合作共赢。

联系人：王先生---13844562660
黄先生---18104340958

项目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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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文件的要
求，《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七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途径（1）网络查阅：请登录范县网进行查
询。（2）纸质版查阅：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
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索取，联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河南范县牧
原农牧有限公司，联系人：马工，电话：13017520908，邮箱：xhyx-
iaxia@163.com，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

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刘工，电话：
0371-55091095，地址：郑州市东风南路绿地之窗云峰座 A 座
1701，邮箱：hnhwhb@126.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
建设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链接为 https://pan.
baidu.com/s/1tmyHgo50Vo-TwGyldntOBw，提取码：vfq3。

四、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可以通过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单位将
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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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七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文件的要
求，《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六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途径（1）网络查阅：如需查阅征求意见稿
全文，链接如下：https://pan.baidu.com/s/1w2zIbHtab87nKnhogH-
nMWw，提取码：fkvt。

（2）纸质版查阅：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
与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索取，联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河南范县
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联系人：何工，电话：15738081628，邮箱：
545267389@qq.com，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牧原
集团，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工，电话：0371-55091095，地址：郑州市东风南路绿
地之窗云峰座A座1701，邮箱：hnhwhb@126.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
建设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
意见表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hVb3eIHaOSVOnQcWDP7
zig。四、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可以通过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单位
将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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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五、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六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等文件的
要求，《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三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一、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途径：（1）网络查阅：如需查阅征
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如下：https://pan.baidu.com/s/1lJ2_pHa7YP-
dHltZxztjLbA，提取码：6ntd。（2）纸质版查阅：您可以通过电话、电
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索取，联系方式如
下：建设单位：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联系人：何工，电话：
15738081628，邮箱：545267389@qq.com，地址：河南省南阳市
卧龙区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联系人：付工，电话：0371-55091095，地址：郑州市东风南

路绿地之窗云峰座A座 1701，邮箱：hnhwhb@126.com。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
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
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cRUH2_iNMUeV1FjdASSemA。

四、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可以通过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单
位将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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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五、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4日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三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等文件的
要求，《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五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一、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途径（1）网络查阅：请登录范县网
进行查询。（2）纸质版查阅：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
的形式与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索取，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联系人：马工，电话：
13017520908，邮箱：xhyxiaxia@163.com，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
龙区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联系人：闫工，电话：0371-55091095，地址：郑州市东风南路
绿地之窗云峰座A座1701，邮箱：hnhwhb@126.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
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链 接 为 https://pan.baidu.com/s/1tmyHgo50Vo-Tw-
GyldntOBw，提取码：vfq3。

四、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可以通过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单
位将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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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五、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4日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范县五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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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申领第6代掌上智能播放器！
好消息，第六代“掌上智能播放器”隆重面世，新款

智能播放器集评书、戏曲、健康讲座为一体，功能强大、
品质升级，超大扬声器，音响质量一流，更涵盖有娱乐
健康节目，为响应助老、尊老、敬老、爱老的号召，现在
拨打电话400-898-060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台第六
代智能播放器。让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精彩。

请注意，凡符合以下条件者优先领取：
1.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5岁的中老年朋友。
2.每个家庭仅限领取一台，杜绝重复领取。
3.患有心脑血管、糖尿病、心脏病、骨质疏松、失眠、

尿频、前列腺疾病等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优先发放。
4.送货上门，快递费也由厂家承担！
为响应全民健康发展计划，普及健康养生知识，现

向全国 55岁以上中老年人免费赠送！不必花钱购买，

无需任何代价，赶快拨打电话！仅限200台！赶紧来电
报名免费领取吧！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您（请注意个
人信息安全保护）。

免费领
取电话：400-898-0606

本广告所赠收音机无收费，广告内容所涉有风险，请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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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月 5日，郑州锦绣山河小区玉畅园
一男童坠井，其奶奶跳井救人同被困后，路过
的郑州市城区道路洒水降尘管理中心的环卫
工贾三岛不顾危险将男童奶奶拉上来，而后
默默离开。

事后，小区业主送去锦旗表达感谢，他的
事迹经《河南商报》报道后，网友点赞说“河南
好人多，出平民英雄”，他曾经服役过的部队
和老家兰考都组织学习他的事迹。

作宣讲、作报告，可以说，贾三岛这一年

挺忙，不过这两天，他的同事意外发现，忙碌
之余，贾三岛还不忘做好事。“他的手机里有
一二十条捐赠记录，都是捐给困难家庭的。”
郑州市城区道路洒水降尘管理中心党支部书
记胡庆峰说，这两天他们在准备贾三岛的资
料向郑州市有关部门汇报时才知道这些事。

12月 3日，贾三岛说，“朋友圈里时不时有
人发需要筹款的信息，基本每次我看到都会捐
一些。”河南商报记者通过贾三岛的手机看
到，有少到10元、20元，多到100元的捐助。

去年，贾三岛跳井救人的事迹被广泛传播 近两年，他已经在筹款平台上捐助了26个人

跳井救人之后 还坚持捐款助人
郑州这位环卫工厉害了

还记得去年1月5日在郑州锦
绣山河小区跳井救人的贾三岛吗？
因毫不犹豫跳井救人，事后默默离
开，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

这两天，他的同事无意间得知，
这两年贾三岛依然坚持做好事，为
困难家庭捐款数十次，最多一次
1000元。

谁家的汽车窗户忘关了，他会打电话提
醒；路上遇到轮胎坏的，他会去帮忙；街头有
大块的垃圾散落，他会捡起放进垃圾桶……

“‘好人’的定义是啥？我觉得贾三岛就是
一个‘好人’。”胡庆峰说，“就像上面这些小事，
如果你也遇到了，你会像他一样去做吗？而
且还坚持这么长时间。”

实在人，甚至带着一股傻乎乎的劲，这是
贾三岛一直以来留给同事和河南商报记者的
印象。

“就是这种人，虽然话不多，但能指哪儿
干哪儿，要帮忙二话不说，从不计较。”该中心
业务科副科长翟明勇说，“这不就是大家印象
中的‘雷锋精神’，党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吗？”

“互帮互助已经在我们这蔚然成风。”翟
明勇自豪地说，这一年多，他们“近水楼台先
得月”，让贾三岛到各个车队宣讲，久而久之，
单位里逐渐有了“有先进，咱也不能落后”的
势头，“工作更规范了，车身也更整洁，接到的
投诉明显下降不少。”

河南商报记者从他手机中看到，2018年 4
月 15日，他捐款 50元给一位急需做开胸手术
的老人；2018年6月4日，他分两次捐款120元
给一位因脑干出血，住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
2018年3月，他的老家兰考县仪封乡一对夫妇
生下双胞胎，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另一个是
急性肺炎，这对夫妇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他微
信捐款1000元。

近两年时间里，仅有据可查并且他能够

记起的就有 26 人得到过他的捐助，金额有
6000多元。

与每月 3000 多元的工资相比，6000 多元
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能帮助多少就帮助
多少。”贾三岛说，有时候手头宽裕了，就多捐
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频频献爱心的贾三岛，他的爱人会不会
不支持。“哈哈，这个不会，她自己还捐呢，只
不过没我的数额多。”贾三岛说。

郑州跳井救人的环卫工一直坚持做好事

近两年时间有26个人得到过他的捐助

“好人”贾三岛，正在影响着身边人

郑州市城区道路洒水降尘管理中心的环卫工贾三岛

坚持捐款背后，
他还有哪些故事？
扫码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