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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UCLHlAh
43dK1Fg6OdmC6Q，提取码：p8sc。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可直接到以下地址获取：

地址：浉河区水利局
联系人：邱家富
联系电话：0376-665360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稿所述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 、公 众 可 将 公 众 意 见 表 发 至 邮 箱 ：

30767327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截止时间：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

浉河区水利局

信阳市浉河区白沙河水系连
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公众参与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NsDQWd
dtRjT1EYS07rYGg，提取码：ttzi。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可直接到以下地址获取：

地址：浉河区水利局
联系人：邱家富
联系电话：0376-665360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稿所述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 、公 众 可 将 公 众 意 见 表 发 至 邮 箱 ：

30767327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截止时间：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

浉河区水利局

信阳市浉河区飞沙河水系连
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公众参与公示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
年5月15日10时起至2020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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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市二七区航海北街13号院3号楼东1单元4
层8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0371/112spm-n213
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
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四月二十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4
月28日10时起至2020年4月29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魏卫所有
的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生活区3号绿化东
街新楼11号楼附5号（产权证号：1501320025）房
屋一套、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生活区3号向
荣街33号楼附8号（产权证号：1501320024）房屋
一套进行第二次拍卖活动，了解具体详情，请登录
上述网址查询。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拍卖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一、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报告书电子版查阅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TmFPQxpN9CC-j8ShDAEHoQ， 提
取码：bd52

2.报告书纸质版查阅途径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邮

寄或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河南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天瑞

新登水泥熟料生产线年协同处置 10 万吨危
险废弃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纸质版存放于建设单位——河南润天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公众可以前往以下地址进
行查阅。

建设单位：河南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商业中心 B 区 8 号楼

1206
联系人：赵国玺
联系电话：13592509555

电子邮箱：nysjhbkj@163.com
查阅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是以厂界外扩 5km 的矩形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

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CsG9iR3z21ygV5

5rypKVwQ，提取码：mljr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去建

设单位所在地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
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04 月 22 日至 2020 年 05 月 08 日

河南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天瑞新登水泥熟料
生产线年协同处置10万吨危险废弃物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5515548198
55001366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5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
台（http：//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
卖别克商务GL8、别克君越等机动车一
批（不含车牌），有意竞买者请于 5月 7
日下午 5时前向我公司咨询详情，交纳
1万元/辆竞买保证金（户名：河南金利
得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100150381
0050000329，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濮阳开发区支行）并持有效
证件到金利得拍卖中心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报名时间：2020 年 5月 6日~
7日

地点：金利得拍卖中心（濮阳市京开
大道与绿城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咨询电话：0393—4625118
15539328038（储先生）

河南金利得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AA企业）

2020年 4月 28日

机动车拍卖公告
受政府及有关单位委托，定于2020年

5月14日下午3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一、位于郑州市中牟县老城区东风
路南、中兴路西东鑫大厦第 18 层 1801
号-1818号、第19层 1901号-1918号的
三十六套房产；二、位于安阳市彰德路三
角湖人家房产2处，商业服务用途，以上标
的详见拍卖文件。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
效证件及规定数额的保证金，于2020年5
月 13日 17时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以实际到账为准）。

展示时间：2020年5月12日至13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263363

15037289369
报名地址：安阳市海河大道东段高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院内（2号楼313室）
河南省宇航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8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
年5月30日10时起至2020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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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区小李庄安置2号地2号楼1708号房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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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51
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拍卖公告

开封市祥符区百禾农作物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本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102123954931795），本合作社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
到本合作社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广告

日前，滴滴顺风车业务在郑州、开封等河南多个城市重启，车主只能设置4个常用接单地点

价格和拼车差不多
滴滴顺风车“复出”你会坐吗

滴滴顺风车业务在河南郑州、开封、
洛阳等多个城市已重新开启试运营了。

重启的顺风车业务，在车主以及乘
客的注册使用、安全保障方面，有不少
改进，但从价格来说，市区内顺风车与
拼车业务差距不大。

车主只能设置4个常用地点

滴滴顺风车业务2018年8月27日起
下线整改，“消除重大安全隐患”是有关
部门要求整改的主要方向之一。

一年多之后，经过整改的顺风车业
务于 2019年 11月 20日在哈尔滨、太原、
北京等7个城市上线试运营，随后滴滴并
没有官宣其他城市重启顺风车业务。

此次，河南重启顺风车业务的不只
是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许昌、信阳、
南阳、周口等多个省辖市也都恢复了这
项业务。

与河南几乎同时，山东、吉林等省份
的顺风车业务也低调上线，滴滴并没有
进行官宣。

郑州滴滴顺风车车主吴先生告诉

河南商报记者，他在获知顺风车业务恢
复后第一时间注册开通。从整个注册
流程来看，吴先生感觉，重新上线的滴
滴顺风车业务在安全方面有了很大的
改进。

“在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前，除了
提供各项证件和车辆信息外，还需进行

‘三证验真’和‘背景审查’。”他说，在
顺风车车主与乘客合乘前，车主还需经
过人脸识别，并且平台方限制了车主常
用接单地点的设置，只允许设置 4个常
用地点。

河南商报记者在滴滴顺风车平台看
到，目前顺风车业务仅在 5：00至 23：00
提供服务。

乘客要完成安全知识学习才能使用

用户在使用顺风车业务时，也需要
经过一系列认证流程。

乘客首次使用滴滴顺风车，需要完成
“实名信息认证”“安全功能确认”“乘客安
全知识学习”3个任务。有人脸验证，用于
行程核验信息；有安全知识学习，会对内
容进行测试，答题通过才能完成认证。

保障乘客人身安全的措施也更多

样，有紧急联系人、行程分享、隐私号码
保护、110报警、行程录音保护、实时位置
采集、信息核验。

针对女性，还有女性安全助手页面，
提供多种守护能力。对夜间出行安全，
滴滴顺风车平台也设置了一份夜间安全
合乘操作手册，同时也要进行“夜间出行
安全考试”，测试通过才能预约车辆。

市区内拼车价格与顺风车相仿

“虽然注册有点繁琐，但感觉安全性
提高了。”郑州市民蔡女士之前是滴滴顺
风车用户，得知滴滴顺风车业务重新上
线就在App上完成了学习和在线考试。

她的家在郑州西边，去公司上班大
约 20公里，如果乘坐快车上班单程需要
近50元车费，对她来说有点儿承担不了，
因此她就经常选择顺风车通勤。

不过，现在顺风车业务恢复了，对她
来说却不再是刚需。

在新顺风车平台页面，她通勤单程
车费估算为 27.4元，如果拼座成功可以
降到 19.5元。但如果她选择滴滴的拼车
业务，同样这段路程价格为 23.4元，比顺
风车不拼座还便宜点。

在她看来，拼车车主都是正规注册
的网约车司机，感觉安全度更高一些，再
加上现在顺风车平台也不少，所以，以后
是否使用顺风车，她还要考虑安全、价
格、方便等因素。

滴滴顺风车业务在河南多个城市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