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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铝中间合金、年产
10万吨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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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
司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年产 10 万吨铝晶
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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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

司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年产 10 万吨铝晶
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项目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洛阳市偃师市产业集聚区杜甫

大道与招商大道交叉口
项目概况：建设铝中间合金车间和颗粒精

炼剂生产车间，建成年产 3万吨铝中间合金和
10 万 吨 颗 粒 精 炼 剂 。 项 目 总 占 地 面 积 ：
41960.72 平方米，其中铝中间合金车间占地
面积：13169.68 平方米，颗粒精炼剂车间占地
面积：28791.04 平方米。铝中间合金生产工
艺：铝锭熔化-合金化-保温-在线精炼除气-
连续铸轧-收线-产品。颗粒精炼剂生产工
艺：外购氯化钾和氯化镁经混合均匀后倒入
不锈钢或者碳化硅坩埚节能炉中加热熔融后

经冷却、破碎、过筛、分级再真空包装。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峰
联系电话：15393733316
通讯地址：洛阳市偃师市产业集聚区杜甫

大道与招商大道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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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fqC9JGM-

kWBW6qpLNPHfwQ，提取码：pp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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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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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工作日内。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郑州去年优良天数177天，同比增加9天，PM2.5年均浓度首次低于全省浓度均值

2019年郑州空气质量
为新标准实施以来最好的一年

河南商报讯（首席记者 孙科）日前，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交通运输厅等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全省道路货运
行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优化城市配送车辆
通行管控。引导燃油货车在城外物流园
区、配送中心卸货分拨，鼓励使用新能源
货车进城配送。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城
市配送车辆给予通行便利；除特殊区域
外，对纯电动轻型货车原则上不得限行。

在公路通行管理方面，《意见》提出，
加快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推进货车电子道
路运输证和ETC卡“两卡合一”，加快推
广货车不停车收费。

要鼓励规范“互联网+”新业态发
展。大力发展网络货运等道路货运新业
态，重点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运营管
理规范、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高的网络货
运品牌企业。

另外，根据《意见》，我省将建立完善
国三及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名
录库，明确各地目标任务，力争 2020 年
年底前全省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中重型
柴油货车 10万辆以上。各省辖市、济源

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要制定营运柴
油货车和燃气车辆提前淘汰目标及年
度、月度实施计划，对提前淘汰营运中
重型柴油货车、高耗低效非标准汽车列
车及罐车等老旧柴油货车的，统筹相关
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意见》提出，我省要落实普通货运
驾驶员线上线下及异地从业考试规定，
实现普通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诚信考
核网上办理。在具备条件的高速公路服
务区、物流园区、普通干线公路沿线，规
划建设一批舒适便捷、经济实惠的“司机
之家”，到2021年，力争建成40个以上。

年底前 我省要淘汰至少10万辆
国三及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

据介绍，2019年郑州市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6项污染物除臭氧同比持平外，
PM2.5、PM10、二氧化氮、一氧化氮、二氧
化硫均同比下降，多项数据为新空气质
量标准实施以来最好的一年。

具体来说，2019年郑州市优良天数为
177 天，同比增加 9 天，优良天数达标率
48.5%；重污染天气24天，同比减少9天。

2019年，郑州市PM10和PM2.5年均
浓度双双完成省定目标，其中 PM10 年
均浓度达到 98 微克/立方米，提前一年
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年
均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41.3%，改善幅度
全省第一；PM2.5 年均浓度达到 58 微
克/立方米，首次低于全省浓度均值，

2019 年 5 月~10 月，郑州市连续 6 个月
PM2.5 月均浓度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39.6%。

在本轮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第一阶
段（2019 年 10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郑州市 PM2.5 浓度均值 65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5.6%，超额完成国家和
省秋冬季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6%的目
标要求。

其 中 ，2019 年 10 月 份 ，郑 州 市

PM2.5 浓度值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中最低，与2018年10月份相比，
郑州市当月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在上述

“2+26”城市中也是最好的。
此外，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还介绍，2019 年，郑州市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与2018年相比下降8.2%，在国家
和省空气质量排名中进一步提升，有 7
个月退出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月度排名后20位。

河南商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李晓辉）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原更加出彩历史进程中
极不平凡的一年。省委、省政府团结
带领全省干部群众，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
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
和推进。一年来，精准脱贫成效显
著，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农村
民生进一步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
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产品质量
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

近日，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日报农村版联合评出 2019 年河
南十大“三农”新闻：

一、习近平参加全国两会河南代
表团审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
好“三农”工作指路领航。

二、习近平视察河南，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

三、《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颁布实施，从制度上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四、举办“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专
题宣介会，讲好中原大地乡村振兴的
故事。

五、33 个县脱贫摘帽，全省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六、1339.08 亿斤！河南粮食总
产再创历史新高。

七、扎实推进“三链同构”，乡村
产业更加兴旺。

八、深化农村改革，乡村发展焕
发新活力。

九、乡村文明新风扑面，生态美
好社会和谐。

十、农村生活越来越便利，农民
幸福感大大提升。

2019年河南
十大“三农”新闻出炉

近段时间，郑州市天气虽冷，但空气质量不错（资料图）

2019 年，郑州市空气质量如
何？1月15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19年郑州
市空气质量情况。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