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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2月 28日 10时至 2020 年 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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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户名：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位于郑州
市惠济区黄河南岸 86号果岭山水三期 3号
楼 1单元 2层 8号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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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河道采砂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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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嵩县河润建材有限公司嵩县河

道采砂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洛阳市嵩县旧县镇前河村
项目概况：项目拟在旧县镇姬家湾桥下游

2000 米至前河电站拦河坝上游 210 米处设置
采区，可开采量约 80 万立方米。占地约 15.27
亩，总投资 500 万元，计划建筑面积 2000 平方
米，建成后年开采量约 8万立方米。建设有成
品库、地磅、传送带、沉淀池、码头等。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嵩县河润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广星
联系电话：15503791000
通讯地址：洛阳市嵩县旧县镇前河村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
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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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9-33579051
联系人：徐工
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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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pVqqYKc-

FYOs5ayMGz2W6g
提取码：qk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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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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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通过邮件、电话、信函、

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嵩县河润建材有限公司

嵩县河润建材有限公司嵩县河道采砂项目
第二次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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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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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德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营运证注
销 ，车 牌 号 、营 运 证 号 ：豫 AZ6780，
410109006549；豫 AZ6885，410109006555；
豫 AZ6773，410109006557；豫 AM81W3，
410109004655；豫 AZ6890，410109006558；
豫 AZ6878，410109006487；豫 A23262，41
0109007172；豫 AD51567，410114001499；
豫 AD56688，410114001494；豫 AD50958，
410114001493；豫 AD59618，4101140014
95；豫 AD56695，410114001496 以上所有
车许可证号：41010900155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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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河南中建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将本公司在内蒙古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海分行办理临时户（账
户名称：河南中建生态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G6 高速公路乌海段绿化工
程 GLLH-33）时备案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L1930000152701，编号：
1910-00163363）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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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2月6

日10 时至2020年4月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A000CU 的2011款黑色奥迪
Q7轿车、车牌号为豫A12G23 的2009款黑色本田
雅阁轿车、车牌号为豫A876BZ的2011款黑色别克
君越轿车进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
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
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由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的鹤壁淇河国家湿地公园主入口工程现
已竣工3年。

凡涉及本项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
单位，于即日起15日内到我司办理账务结算手
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法务部

姓名：齐先生
联系电话：13937157441
公司地址：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246号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月 15日

公告

欢迎咨询欢迎咨询：：

400400－－600600－－93659365

大账房大账房
法务服务法务服务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将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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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上对豫 D39J60 梅赛德斯-奔驰牌小轿车
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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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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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10时起至 2020年 2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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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AN9L66梅赛德斯-奔驰牌小轿车一辆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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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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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10时起至 2020年 2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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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 AB71K1 奥迪牌小轿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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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

拍卖公告

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
免费春联拿回家

郑州市动物园的黑猩猩
都学会垃圾分类啦
果皮、饮料瓶、垃圾袋……黑猩猩菲莉都可以扔进相应垃圾桶 动物们还开启了“花式取暖”

垃圾分类是一种新时尚，最近，郑州
市动物园的黑猩猩菲莉也赶上了潮流。
果皮、饮料瓶、垃圾袋……菲莉都可以精
准投放到相应垃圾桶，稀罕不？

明星动物黑猩猩菲莉
学会垃圾分类

果皮、饮料瓶、垃圾袋，你知道都属于
什么垃圾吗？

近日，郑州市动物园的饲养员对黑猩
猩菲莉进行了垃圾分类的行为训练。行
为训练是动物的一种学习行为，可以减少
圈养动物的应激反应。

只见菲莉吃完香蕉，拿着香蕉皮在两
个垃圾桶前转悠，稍微思考之后，把香蕉
皮扔到了厨余垃圾桶。

在饲养员的耐心指导和菲莉自身的努
力尝试下，它的垃圾分类课程顺利进行。
如今，黑猩猩菲莉学会了将可回收垃圾和
厨余垃圾进行分类投放，虽然还不熟练，但
随着训练的继续，菲莉很快会熟练起来，成
为郑州市动物园的垃圾分类“宣传大使”。

动物“花式取暖”，过上“暖日子”

“三九”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段，郑
州市动物园采取烤“暖气”、吹“暖风”等
各种措施，让动物们过上“暖日子”。

暖气是供暖的主要措施，如珍稀
动物馆、猩猩馆、貘馆、长颈鹿、大象、
热带鸟类等都用上了暖气，保持温度
在 20℃左右。作为供暖的补充措施，
长颈鹿、犀牛、大象、猎豹、鹤鸵等还有
地暖，再也不会得老寒腿、关节炎了；

猩猩馆、大食蚁兽馆等还有暖风机。
由于龟蛇类动物巢穴较小，为了

达到更好的保暖效果，每个小窝内配
备一个浴霸，它们可以时刻感受太阳
般的温暖。为了避免游客的进出参观
影响动物的生存温度，所有的展厅门
口都安装了加厚挡风门帘。

另外，在饲料中提高了蛋白质、脂
肪的含量，充分提高动物的抗寒能力。

灯笼、中国结……动物园年味儿满满

春节来临之际，郑州市动物园营
造了浓厚的春节游园氛围。园区内共
投入 6000盏灯笼、1500枚中国结、300
米风车和300米彩旗。

此外，在大门外广场摆放了一组
大型立体花坛。该花坛占地120平方
米，总高8米，名为“鼠年聚福”。

立体花坛的主体背景由彩虹造
型与鸽子、祥云搭配，花坛两边各放
置红色灯笼造型，花坛中心配有祥云

图案，花坛底部点缀各色草花，主要品
种有角堇、甘蓝、石竹、铁树、散尾葵、火
焰南天竹等。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说起过年，春联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

在门上贴上喜庆吉祥的春联，一年的红红

火火就此开始。春节将至，你家的春联准

备好了吗？

1月 19日，郑州市动物园将在大门

口内广场举办“书法家送春联”活动。本

次活动，郑州市动物园特地邀请著名书

法家张栓锦先生到现场挥毫泼墨，为游

客现场书写并赠送春联，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

菲莉将吃完的香蕉皮扔到了相应垃圾桶

狐獴在洞中用浴霸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