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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十八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现公示如下信息：本次项
目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可在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muyu-
anfoods.com/）查看详细内容。

征求意见的范围：附近可能受到影
响的个人或团体。

为了让大家及时了解对周围环境及
生活可能产生影响，倾听你们意见，请
在本公告发布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与我
们联系。

建设单位：商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潘工：15139053655
邮箱：983587416@qq.com
环评单位：河南嘉和绿洲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张工：15038153124
邮箱：601789588@qq.com

商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商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十八场
生猪养殖项目环评第二次公示

弃婴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规定，现将登封市社
会 福 利中心 1 名弃婴（儿）
的情况公告如下：

郑福健，男，2019 年 9月
4日出生，2019年 11月 14日
被遗弃在登封市宣化镇岳窑
村与禹州市交界的大龙山坡上，当日由宣
化镇派出所民警将其送入登封市第二人民
医院救治，望以上婴（幼）儿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前往登
封市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者，
将被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我
们将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登封市中岳办事处东张庄村
登封市社会福利中心

邮编：452470
电话：0371-62739516

登封市民政局
2019年 12月 1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规定，现将登封市社
会 福 利中心 1 名弃婴（儿）
的情况公告如下：

周福萍，女，2019 年 9 月
24日出生，2019年 10月 4 日
被遗弃在登封市大金店镇陈楼村八家沟村
路边，当日由登封市公安局大金店派出所
民警送入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医院住
院 29 天后接回登封市福利中心。望以上
婴（幼）儿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刊
登之日起 60日内，前往登封市社会福利中
心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者，将被视为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儿），我们将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登封市中岳办事处东张庄
村登封市社会福利中心

邮编：452470
电话：0371-62739516

登封市民政局
2019年 12月 11日

弃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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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祥符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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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牧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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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聂工，电话：15688173050，邮箱：
1981882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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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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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及其它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链接为 https://pan.bai-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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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祥符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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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鄢陵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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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牧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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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张经理，电话：15518973295，邮
箱：1500627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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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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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及其它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链接为 https://pan.bai-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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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鄢陵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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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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服务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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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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
河中心支公司空白标志丢失。标志名
称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标
志，版本号为 8111001901，丢失单证的
流水号：02083209、02083215、02083232、
02083240、02083243、02083268、02083269、
02083274、02083278、02083279、02083284-
02083286、02083292、02083294、020832
97、02083298共计17份，特此说明遗失作废。

单证遗失说明
郑州正植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672
8719683）、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0
12273105，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自贸试验区支行，账号：
1702029209200163561）、财 务 专 用 章
（编码：4101050026814）、法人章（马占
山，编码：4101050234521）、合同章、发
票专用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 15 时在郑州高新区莲花街 55 号
尚中尚酒店 1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位于
郑州市金田路豫桐花园1号院西门2-3
层商铺 3年期租赁经营权，租赁经营权
面积3600㎡（2层1850㎡、3层1750㎡）。

商铺可用于餐饮、百货超市、舞蹈
健身、美容美发等经营使用。

有意参与竞买者，请于2019年12月

19日16时前向我公司交纳50万元竞买保
证金，并持有效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2月 19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1-60588777
13903863296

河南保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11日

商铺经营权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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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与郑州禾沃商贸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郑州禾沃商贸有限公司已经将其对
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
息债权以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以及其他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依法转让给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郑州
禾沃商贸有限公司与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

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登封市华
硕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清偿债
权本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郑州禾沃商贸有限公司
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禾沃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雷先生，联系地址：郑
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 8 号楼万达广场 12 号楼 1 单元 14 层。

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姚先生，联系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大冶镇香山街 9 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的贷款本
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
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郑州禾沃商贸有限公司与登封市华硕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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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荥阳市一中开展“六员
进校园”活动，索河路派出所民警
作为公安联络员,会同消防指导
员、心理疏导员、护校巡防员、食品
监督员，构建平安校园。G

（供稿人：张莉）

索河路派出所
合力保平安

喻大山表示，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备还可以帮助城
管部门提高执法效率，防止油烟扰民事件发生。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是对净化设备输出实
时数据的真实采集，并通过物联网技术将采集到的
数据上传到监控管理平台，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

可以与城管部门联网，方便监管部门提高执法效
率。”喻大山说。

喻大山透露，下一步，他们将与郑州市环保部门对
接，希望能够将该设备进行推广，让餐饮单位废气排放
对周围居民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让排放的油烟浓度大幅下降，能实时监测排放数据……

@郑州餐饮老板 这“神器”你想尝试不

近日，位于郑州市农业南路与商鼎路交
叉口的一家餐饮店，新装了一台“神器”，它可
以在线监控油烟排放浓度、油烟颗粒物浓度、
非甲烷总烃浓度，随着“神器”的开启和关闭，
油烟浓度相差500多倍……

真有这么神奇吗？河南商报记者对此进
行了探访。

河南商报记者 郑超

在该餐饮店顶楼，崭新的油烟净化设备已经安装完
毕，据该餐饮店相关负责人张红伟介绍，此前店里一做饭
就油烟滚滚，还扰民，很让人头疼，“前段时间我去北京进
行餐饮油烟治理方面的学习，听同行朋友推荐过这个设
备，感觉不错，回到郑州后就联系厂家进行购买安装。”

这套设备还有一个在线监控仪。“有了餐饮业油烟
浓度监控仪，可以在手机上随时看到油烟排放情况，该
清洗及时清洗，该保养及时保养，排烟效果时时管控，比
以前方便得多。”张红伟表示。

一套油烟净化设备，可以“消灭”多少油烟？生产该

设备的北京恒盛世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进行
了现场演示。

当工作人员关闭净化设备时，油烟立即滚滚而出，
可以闻到刺鼻的油烟味儿，油烟监测浓度的数据显示为
每立方米 42.93㎎；随后，工作人员打开净化设备，此时
油烟检测浓度的数据显示为每立方米0.08㎎。

“关闭和开启净化设备，油烟浓度相差 500多倍。”
该工作人员解释，河南省规定的油烟浓度排放标准不得
高于每立方米 1.0㎎，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需要进
行整改，还会面临罚款。

北京恒盛世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喻大山
表示，国家对餐饮业油烟排放控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与此相对应的理念却有些滞后，“油烟净化设备的市场
比较混乱，很多餐饮业主还在买不达标的净化设备，投
入的成本大，但效果并不好，一旦设备出现问题，找不到
专业的维修清理人员，可能还要再花一笔冤枉钱。”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喻大山表示，他们有着一整套
解决方案，为餐饮业主提供“打包”服务，这就是“餐饮业

废气长久达标排放技术闭循环控制系统”。
“我们会和餐饮业主签订合同，上门设计、安装，并

把油烟监测数据实时发送给餐饮业主，当设备需要清洗
或者出现故障时，厂家根据油烟浓度在线检测仪经物联
网技术提供的数据准时清洗维护，由我们工人到达现场
进行维护清理。”喻大山介绍，安装设备后一旦出现油烟
超标排放的现象，由公司承担责任，“设计、安装、清洗、
维护、担责……这样就形成一个闭环。”

设计、安装、清洗、维护……为餐饮业主提供“打包”服务

监测数据可与城管部门对接

开启和关闭设备，油烟浓度相差500多倍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通过“方盒子”可实时监测排放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