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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荥阳市贾峪派出所户籍室秦警官了解
到，郭岗村村民张X涵因父母离异无出生证明，至今无户
籍，并无法申领身份证，民警及时帮其解决问题。G

（供稿人：秦成斌）

贾峪派出所民警帮助群众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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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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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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郑州市
金水东路 21 号永和铂爵国际酒店 A座 907 室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委托人拥
有的对河南链多多食品有限公司的不良债权（债权本息计算基准日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本次采取整体拍卖，本金 19886.37 万元，利息 1706.33 万元。债
权资产情况以资产档案为准。

欲参加竞买者，请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4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500 万
元（人民币）缴纳到我公司指定账户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
金无息退还。参与竞拍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现通知相关权
利人及时参加拍卖会。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至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展示地点：金水东路 21号永和铂爵国际酒店 A座 907 室
咨询电话：13373903388 13460220158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省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拍卖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

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要求，现进行郑州金
水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并征求受到项目影响的单位
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的
相关意见。

1. 公 示内容及公众查阅方式。公众可
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等方式与
建设单位联系，查阅纸质报告书。

2.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

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http://www.
haoguanjiaep.com/news/4_141），通 过 邮 寄 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
交建设单位，并请注明日期、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邮寄或自送地址：郑州金水科教
园 区 管 委 会 ，电 子 邮 箱 ：593148461@qq.
com，联系电话：张工，0371-63220326。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管委会
2019 年 12 月 17 日

郑州金水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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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
家生态环保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现将我公司“河南育才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净水材料项目”环评有
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河南育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11000万

元，在巩义市净水材料应急产业园，建设年产20
万吨净水材料项目，本次项目属于新建性质，占地
面积约23亩。产品规模为年产12.5万吨聚合氯
化铝和7.5万吨聚合硫酸铁，主要建设内容为：

（1）12.5万吨聚合氯化铝生产装置，主要以盐
酸、氢氧化铝/铝矾土、氯酸钙粉进行聚合反应得
到液体产品，然后经过滚筒干燥或者喷雾干燥得
到固体产品；

（2）7.5万吨聚合硫酸铁生产装置，主要以浓
硫酸、硫酸亚铁、亚硝酸钠、液氧为原料，进行聚合
反应得到液体聚合硫酸铁，再经喷雾干燥得到固
体产品。该项目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中的要求，属于鼓励类项目，同时项
目已在巩义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备案2019-41018
1-26-03-013202）。具体情况详见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该项目已备案。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到我公司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版，也可以在网上查阅电子版。

网 址 ：http://www.gongyishi.gov.cn/zfxxgk/
xxgkml/ztz/A381767index_1.htm

网上查阅期限为2019年12月16日至2019
年12月20日。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工程

建设的公众。
四、公众意见表的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网

址：
http://www.gongyishi.gov.cn/zfxxgk/xxgkml/

ztz/A381767index_1.htm
五、公众提议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您有何宝贵建议，可以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或者直接送至我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感谢你的参与。
我单位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河南育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郝总
地址：巩义市净水材料应急产业园
联系电话：13783644683
邮箱：tigeryc1986@126.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对该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设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16日至2019年12月20日。
建设单位：河南育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6日

河南育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净水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14元一份的午餐，两荤一素一汤一主食一水果，你
觉得这个价位如何？

为了让孩子吃得更实惠，金水区选择已具备规模化
采购优势的大规模供餐企业，针对学校午餐菜品采购量
大的特点，对原料供应基地和品牌供应商提出更高的要
求，进一步减少了进货中间环节，降低采购价格。

同时，集约化生产提高了原料综合利用程度，有效
节约了人力、降低了人工费用，极大程度上实现菜品的
质优价廉，保障了将更多餐费用于提高饭菜质量，使

“好钢用在刀刃上”。
以文化绿城小学为例，供餐企业每餐提供两荤一

素一汤一主食一水果，其中大荤占比不低于 37%，半荤
肉类占比不低于30%，蔬菜总占比不高于76%。

目前，金水区午餐供餐工作正在有序加快推进，12
月 17日将完成 11所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食堂的托管运

营招标，加快推进学校食堂建设、改造、装修，明年春季
开学后实现校内午餐供应。

12月底，丰庆路小学的“卫星厨房”也将投入使用，
采取“中央厨房+卫星厨房”模式实现校内供餐，可保障
7000多名学生午餐用餐。

已完成招标托管运营学校食堂的 11所中小学，针
对厨房面积无法满足全体学生用餐的不足，将优先考
虑“中央厨房+卫星厨房”的供餐模式，让孩子吃上安
全、营养、实惠的午餐。

郑州市金水区开启在校午餐“中央厨房+卫星厨房”配餐模式，校外企业采购、洗菜，学校烹饪、分装

午餐送到学生桌上时
饭菜冒着热气 米汤还有些烫嘴

12月17日，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开启“中央厨
房+卫星厨房”的午餐配送模式——校外企业采购、清
洗配菜，送至学校后再进行烹饪、餐盒分装。

这样，饭菜送到学生手里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解
决了从厨房到学生餐桌的口感和温度难题。

12月17日，天气阴。
6:00，位于校外配餐企业的“中央厨房”，依靠其

自动化清洗初加工设备和流水作业，完成了所需食材
的清洗切配、餐具的清洗消毒及调料包的包装封袋。

10:00，各类食材、餐具、调料通过净菜专用车辆，
在保鲜环境下配送到文化绿城小学“卫星厨房”进行
烹饪、餐盒分装。

11:20，餐标14元，包含土豆烧牛肉、鱼香肉丝、香
菇青菜的盒装午餐新鲜出炉。

11:45，进行温度检测、食品留样后，一盒盒午餐、
水果、汤羹分发到学生手中。学生打开餐盒，饭菜还
冒着热气，米汤喝起来还有些烫嘴。

“很丰盛，也很好吃。”12月 17日，文化绿城小学
四年级学生王瑞琦告诉河南商报记者，在学校不仅能
吃到热腾腾的饭菜，还能节省往返于学校和家的时
间，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

家长韩女士说，这种配餐模式不用担心孩子会吃
到凉饭，“孩子们吃得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据介绍，金水区针对学生多，校内面积不足，可新
建、改扩建厨房条件有限的学校，依托校外配餐企业
建设“卫星厨房”，由具有校外供餐资质的企业“中央
厨房”对食材原料进行初加工，每天配送至由该企业
运营的学校“卫星厨房”后，进行烹饪、餐盒分装，之
后将午餐送到学生手中。

午餐吃饱是一方面，还要让学生吃得安全、营养。
金水区创造性地打造了“中央厨房+卫星厨房”的

模式，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直通链条，实现了集
中采购、集中管理、统一监测、统一配送、全程追溯。

金水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胡培林告诉河南商报记
者，“中央厨房+卫星厨房”供餐企业所用食材均选自国
内一线品牌供应商，要与农产品种植基地建立共建合
作关系，真正实现了农产品订单种植、基地直供。

针对家长关注的餐盒问题，胡培林表示，所有餐盒
必须按照食品级材料要求采购，并在“中央厨房”通过

“专用设备清洗消毒+消毒库消毒”的方式，实现二次消
毒，无死角专业清洗消毒，在专用区域统一存放。

配餐以来，金水区推动学校厨房从配备专业“厨师”
到配备专业“厨师+营养师”的专业升级。除了要求供餐
企业配备专业营养师之外，金水区分别为供餐中小学提
供包含每餐带量、营养分析、餐标核算的营养食谱。

“今后我们还将组织营养师定期对学校的午餐进
行评价，组织营养师开展家长健康课堂，每学期为学生
开设科普课堂，并为教师引导学生培养科学饮食习惯
提供专业培训。”胡培林说。

减少中间环节，将更多餐费用于提高饭菜质量

要求供餐企业配备专业营养师，提供营养食谱

创新配餐模式，保证学生吃到热乎饭

你的孩子是在学校
吃午餐吗？欢迎扫码和
我们聊聊！

在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的“卫星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打扫卫生

文化绿城小学开启“中央厨房+卫星厨房”的配餐方式，保
证学生吃到热乎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