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统筹 沈威 责编 崔莉莉 责任美编 何庆庆 校对 王海玲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4月30日上午11
时在郑州市通泰路梧桐树假日酒店会议室举行拍卖
会。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为：平顶山建筑材料公司破产清算
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等。

二、公告日起在标的所在地进行展示。
三、有意竞买者，请交纳规定数额的保证金，携

带有效证件于拍卖会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特别告知：以上资产整体拍卖；具体资产详

见上述资产评估报告；车辆等必须过户；机器设备及
其他物品以标的现场展示为准；标的具体情况以资
产现状和管理人解释为准。

咨询电话：0371-65786139 18037161346
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中原拍卖有限公司二O二O年四月二十二日

拍卖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在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应本着“依法、有
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开展公众参
与。现将新安县地金矿业发展中心
鑫银石英岩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的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新安县地金矿业发展

中心鑫银石英岩矿产资源开采项目
建设地点：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
项目概况：建设露天开采矿山，

矿区面积 0.2374 平 方千米，开采标
高+590 至 550m。开采规模为 9 万吨/
年，矿山服务年限 7 年。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查阅方式和途径

通过以下联系方式索要本项目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联系人：张总
电话：13526968888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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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eT

gyp5HMxl-i5vDWgD6nQ（提取码：iol8）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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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工

作日内。
发布单位：新安县地金矿业发展

中心

新安县地金矿业发展中心鑫银石英岩矿产资源
开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 10 时 起至 2020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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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东新区天赋路 27 号
9 号楼 2 单元 1-2 层 7 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ifa.jd.com/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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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拍卖公告

免费申领第6代掌上智能播放器！
好消息，第六代“掌上智能播放器”隆重面世，新款

智能播放器集评书、戏曲、健康讲座为一体，功能强大、
品质升级，超大扬声器，音响质量一流，更涵盖有娱乐
健康节目，为响应助老、尊老、敬老、爱老的号召，现在
拨打电话400-898-060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价值一台
第六代智能播放器。让中老年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
富精彩。

请注意，凡符合以下条件者优先领取：
1.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5岁的中老年朋友。
2.每个家庭仅限领取一台，杜绝重复领取。
3.患有心脑血管、糖尿病、心脏病、骨质疏松、失眠、

尿频、前列腺疾病等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优先发放。
4.送货上门，快递费也由厂家承担！
为响应全民健康发展计划，普及健康养生知识，现

向全国 55岁以上中老年人免费赠送！不必花钱购买，

无需任何代价赶快拨打电话！仅限 200台！赶紧来电
报名免费领取吧！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您（请注意个
人信息安全保护）。

免费领
取电话：400-898-0606

本广告所赠收音机无收费，广告内容所涉有风险，请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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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领奖都还感觉很梦幻”
平顶山购彩者喜获大乐透奖金1035万元

4月 18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20025期开奖，当期全国共
中出5注一等奖，其中1注被我
省购彩者擒获。中奖彩票为一
张7+3复式票，出自平顶山市
新 华 区 乐 福 小 区 西 门 的
4104020431体彩实体店。

4月 20日上午，大奖得主张女士（化

名）来到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取她的幸运

大奖。她的大乐透彩票除了1注一等奖，

还中得 2注二等奖、10注四等奖、20注五

等奖及多注固定奖，总奖金高达 1035万

元。

据介绍，张女士接触体育彩票有十

年时间，几乎每期都会购买大乐透，并且

喜欢复式投注这种方式。“我也谈不上是

什么技术型，就是凭感觉自己选号呗。”

说起购彩经验，张女士不好意思地笑起

来。她说，如果哪一期的号码选得比较

满意，感觉很好，就会多守两期。“这次的

号码守了两期，没想到会中一等奖，觉得

很幸运。”

“之前也中过很多次小奖，两千三千

的也中过，这次的一等奖太意外了。”开

奖当晚，张女士得知自己中奖后，高兴的

同时有点不敢相信，“这两晚都没睡好，

直到来领奖都还感觉很梦幻。”关于奖金

的规划，她表示会用于还贷、理财和改善

生活，并继续支持体育彩票。最后还要

提醒大家的是快乐购彩，理性投注！G
（杨惠明）

今年，郑州还将打造一系列“月季品
牌”，力争让市花月季开遍全城。

近期，郑州将新建惠济区香山月季公
园、金水区月季公园和二七区月季公园三
个月季主题公园。其中惠济区香山月季
公园位于开元路与香山路交叉口的东南
角，金水区月季公园位于京广快速路与金
水路交叉口区域，二七区月季公园位于航
海路和连云路交叉口东南角。同时，还要
精雕细琢“市花街区”。

目前，郑州市月季约有 2063万株，包括

曼海姆、梅朗口红、绯扇、杏花村、金凤凰等
124个月季品种。

河南商报讯（记者 陈朋
冲）4 月 21 日，郑州市生态环
境局召开 2020 年第一季度新
闻发布会。

据通报，今年 1、2、3 月份
郑州市月度空气质量排名及
第一季度空气质量排名，均退
出168个重点城市后20名。

前 3 个月，郑州市空气质
量持续大幅改善，除臭氧外，
5 项污染因子浓度同比大幅
下降。

其中，PM2.5 平均浓度 7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4% ；PM10 平 均 浓 度 9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32.9% 。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51
天，同比增加 15 天。

此外，2019~2020 年秋冬
季优良天数 108 天，也是郑州
自 2016 年开展秋冬季污染防
治以来，秋冬季优良天数的
最高纪录。

城市生活

新建3个月季公园，打造“市花街区”……为让市花月季开满绿城，郑州采取一连串动作

市花月季“开”上郑州高架

河南商报记者 郑超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郑州盛
开的月季越来越多了？据统计，郑
州目前共有月季约2063万株，包括
124个月季品种。

下一步，“市花公园”“市花高
架”“市花街区”等将成为独具特色
的郑州名片，力争让市花月季开遍
全城。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未来，“花中
皇后”月季要开
满绿城，扫码看
更多美图

郑州38公里高架月季越冬
实现北方高架月季零突破

沿着陇海路中州大道、西三环、
西四环立交桥行驶，护栏上各色月
季争相开放，让原本沉闷的道路，一
下子变得五彩缤纷。

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朱首帅介
绍，从去年8月份开始，园林局对立交
桥护栏进行美化提升，共计38公里，摆
放花盆3.8万个，栽植各类月季约35万
株，经过精心的管理养护，高架月季已
经顺利越冬。

这意味着，郑州初步实现了北
方高架栽植月季“零”的突破。

“尽管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面
临着越夏的考验。”朱首帅说。

河南商报记者看到，在花盆下
面，连接着许多水管，桥下电泵可将
水肥输送上来，完成对月季的“营养
补充”。

新建三个月季公园、打造“市花街区”……郑州将让月季开遍全城

前3个月，郑州“好天”达51天

郑州空气质量
退出168城后20名

郑州初步实现了北方高架栽植月季“零”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