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芦医庙大街以东、杨桥大街以西、四

海西路（规划）以南、锦瑞路（规划）以北，上汽郑州工厂在建二期工程
厂区内。投产后年产30万台GS61系列发动机。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取途径

公众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环评报告全文纸质版，也自行可从网络
获取电子版。链接：http://www.chinaaie.com.cn/news/982.html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可能受其环境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上汽郑州产业基地高效节能发动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您对本项目如有意见或建议，可采取寄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

联系电话：华工 18567618851
电子邮件：814607914@qq.com
通讯地址：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0日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年
产5000吨赤泥高效分离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位于三门

峡市渑池县产业集聚区，本项目拟在厂区空地
建设，通过复配工艺制得赤泥高效分离材料，产
品供东方希望集团氧化铝厂赤泥沉降系统使
用。

依据现阶段环评工作结论，从环境保护角
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更多信息详见：网址
https://www.eiabbs.net/thread-253464-1-1.html。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0年 2月 5日 10时起至 2020年 2月 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北路50号 22号楼 3单元 3层
6号（不动产权证号：0701051583）的房产一套，
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4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2月 5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6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地润路12号联盟新城三期8号楼独单元
1-3层 3号（不动产权证号：1501326034）房产一
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
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
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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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0年 2月 5日 10时起至 2020年 2月 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凤台路 1 号院 7 号楼 2 单元 9 层
902号（不动产权证号：0901025300-1、0901025
300-2）的房产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
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4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 月 3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中原区桐柏
南路万福花园 31 号楼东 1 单元 6 层东户（不动
产权证号：1601054382）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关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
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弃婴公告
朱 昊 悦 ，女 ，2

009 年 3 月 4 日被遗
弃在新乡市凤泉区
大块镇东召民庄南
头路边，至今无人认
领。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无人认领将
依法妥善安置。

2020年1月16日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
属分公司 G4 高速公路河南段
（交投集团服务区）视频系统云联
网项目施工的竞争性谈判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属
分公司委托河南公司公路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对 G4 高速公路河南段（交投集团服
务区）视频系统云联网项目施工进行国内
公开招标，现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参加谈
判。具体报名及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内
容详见《中国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招标联系事项：

采购人：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
司直属分公司

联系地址：郑州市中原路 93 号 17 楼
1713 房间

联系人：任先生，电话：0371-86549310
代理机构：河南高速公路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淮河东路 41 号
联系人：夏女士，电话：0371-61285916
邮箱：hngszx2020@126.com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与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郑州分
公司已将本公告清单中所列债权及附属权利，依法
转让给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现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
器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公告清单：1.
债务人河南疆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本金人民币
14000元及相应利息。2.债务人河南天志科技有限
公司，本金人民币108800元及相应利息。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2020年1月15日

10：40，兰兰迎来了自己当天的第一位客人，是来
买口红的。

她观察了一下客人肤色，熟练地拿出几支口红在
手上试色。“这款是店里最火的胡萝卜色，很滋润，涂
上特别显白……”兰兰熟练地介绍着，并为顾客试色，
开出当天第一单。

为了赶紧完成每天 2万元的销售指标，她看见电
梯口上来一拨人，就立马小跑过去，手里也是尽可能
地多拿产品。

中午，她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的迷你小仓库里吃了午饭——两片面包，一杯水，“新
春活动多，顾客也多，没有时间吃饭了，都一上午了，
我离完成指标还差得很远……”

面对这样的工作节奏，兰兰早已习惯。每天至少
站 10个小时，还要不停地说话，除了给顾客介绍产
品，还要做许多“杂事”。成箱的货到了，就整理货物，
面对各种色号各种型号的产品，兰兰说，有的时候真
的整理到“头秃”。

这个柜姐不太“冷”
谁说柜姐都很高冷？郑州的兰兰做柜姐9年了，她靠笑容和耐心赢得了许多忠实顾客
每天有2万元的销售指标、至少站10个小时……柜姐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河南商报记者 熊卓甜/文 王访贤/图

你印象中的柜姐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多数人觉
得柜姐并不是很平易近人，因为她们大多数妆容精致
但态度高冷。然而，在郑州一家商场里，有位柜姐却
很温柔。河南商报记者跟采了一天后发现，柜姐的职
业看起来光鲜亮丽，实则压力不小，且非常辛苦。

因为尊重顾客，第二个月就开了大单

上午 9：20，商场还没开门，兰兰就已经在柜
台里着手准备：摆放好各种色号的口红、粉底
液；检查化妆台的纸巾、湿巾是否充足；规整桌
椅板凳……

10：00一到，商场响起喜庆的音乐，兰兰对着
镜子补补妆，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兰兰原名原秀兰，2011年 11月 18日是她当
柜姐的第一天，如今8年过去了，她的初衷从想让
自己变美，变成了想看顾客变美。

都说柜姐高冷，但兰兰给人的印象是温柔：
一双诚挚的大眼睛，再加上标志性的笑容和耐心
的讲解，让她收获了不少忠实顾客。

兰兰说，还记得刚做柜姐第二个月的时候，
她开了印象最深的一次大单。

“当时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大姐，一瘸一拐地
走进店里，我便迎上去接待。我一边询问她有什
么肌肤问题，一边去拿适合她的产品，大概不到
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大姐买下了她试过的所有产
品，价值一万多元，开单的时候我都是蒙的……
后来想想，她应该是在我这里感受到了尊重吧！
那次之后，我感受到了诚挚对待顾客的重要性。”
兰兰说。

要说一天之中哪一刻情绪最复杂，那就是清算自
己业绩的时候。下午 3点多，兰兰的单子大大小小加
起来才几千元钱；下午5点多，1.7万元（线上卖给老顾
客几套产品）；直到晚上 7点，兰兰在计算器上敲出
22930时，松了一口气：“今天超额完成指标啦！”

一天工作结束后，她还要对账、报单、做报表、打
电话回访……直到晚上 9点，兰兰才真正把一天的工

作完成。挂掉最后一通电话，她靠在椅子上长舒了一
口气……

一个小小的更衣室开启她工作的一天，也是她每
天晚上迫不及待想进入的空间，因为兰兰可以换上帆
布鞋，穿回便装。“老公打电话说面条已经下好了，还
给我买了新的泡脚桶，想赶紧回家享受今日的小确
幸。”兰兰说。

为了亲自体验柜姐的一天，我也从早到晚一直站着，这份“逞强”换来的是腰酸背痛，腿脚肿胀！但
我看到了与我认知不一样的柜姐，她们真的不高冷，她们会在劳累的工作中找寻“今日份开心”，比如：今
天被夸妆容很好看；今天没有刁难的顾客；今天业绩差了一点，但比昨天有进步……

如果生活本就平凡枯燥，每天给自己找点乐子也挺好。

每天2万元的销售指标，压力并不小

换上帆布鞋，穿回便装，享受回家的小确幸

记者手记

兰兰给顾客使用化妆品

午饭只能在狭小的仓库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