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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正农牧涧河村年出栏25000头生猪养殖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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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
正农牧涧河村年出栏25000头生猪养殖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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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正农牧涧河村年出栏25000头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性质：扩建，建设地点：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涧河村
项目概况：项目占地面积155.1亩，存栏12500头生猪，年出栏25000头

生猪，主要建设猪舍及水电路防疫等配套设施；工艺技术：保育猪——检疫
——育肥——出栏；主要设备包含猪栏、全自动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降温
设备等。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佳，联系电话：18837901798
通讯地址：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涧河村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F5oDeKdYV-

lpURlk40Z-NA，提取码：zy3w。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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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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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利光和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承担“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综合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综合体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中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公开下列信息，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J1B1l6QorF3N4m-xZCMuKg，提取码：ok5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查阅联系人：秦工，联系电话：

15038713517
纸质报告查阅地址：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nwE_dP57zPiKNVx16FEwA，提取码：5bm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1660040357@qq.com
信函邮寄地址：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秦工，联系电话：1503871351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截至2020年5月18日。

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综合体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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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10时起至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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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郑
花路90号15号楼1单元6层9号【不动产权证号：豫
（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398731号】的一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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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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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10时起至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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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砦小区3号院1号楼北1单元8号【不动产权证
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223787号】的一
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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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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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10时起至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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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龙湖镇
祥安路29号居易国际城L区10号楼1单元201号
房产【不动产权号：豫（2018）新郑市不动产权第
0000838号】的一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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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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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10时起至2020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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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白沙镇
振兴大道北恒通风景苑23#楼1501号【不动产权
号：豫（2017）中牟县不动产权第0104924号】的一
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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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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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办公厅车辆转让公告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
厅委托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行 7辆车产权网上交
易，大致车型有：金杯阁瑞斯、丰田海狮等。

有意向者，请登录查阅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zsggzy.com），
进行网上注册、报名。

报名时间：2020 年 05 月 11 日至 05 月
25 日上午 11 时，公告期：2020 年 05 月 11
日至 05 月 25 日

标的展示期：2020年 05月 23日至24日
标的展示地点：中原西路 233 号（北

院）标的展示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1335
报名联系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804
报名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政务中心

7016 房间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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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正农牧白杨镇漫流年出栏6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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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正农
牧白杨镇漫流年出栏6万头生猪养殖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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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正农牧白杨镇漫流年出栏6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地点：洛阳市宜阳县白杨镇漫流村
项目概况：项目占地面积156.47亩，年存栏30000头生猪，年出栏6万头

生猪，主要建设猪舍、仓库、办公用房及水、电、路、防疫等配套设施；工艺技术：
保育猪——检疫——育肥——出栏；主要设备包含猪栏、全自动饲喂系统、自
动环控系统、降温设备等。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佳，联系电话：18837901798
通讯地址：洛阳市宜阳县白杨镇漫流村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wbCImzE37b

6wtPHLHjLzg，提取码：n9cg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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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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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民正农牧红旗村年出栏2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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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
正农牧红旗村年出栏2万头生猪养殖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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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正农牧红旗村年出栏2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红旗村
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占地面积47.937亩。建设规模:存栏1

万头生猪，年出栏2万头生猪，主要建设猪舍及沼气工程等配套设施；工艺技
术：购进保育猪-育肥-出栏；主要设备:猪栏、全自动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
降温设备等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佳，联系电话：18837901798
通讯地址：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红旗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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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OnPFfP-xjaJ

FQB4DuGVQg，提取码：t88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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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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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内。

河南民正农牧坡窑村年出栏15万头保育猪、5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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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
正农牧坡窑村年出栏15万头保育猪、5万头生猪养殖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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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正农牧坡窑村年出栏15万头保育猪、5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性质：改扩建，建设地点：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坡窑村
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50.214亩。建设规模:年出栏

15万头保育猪、5万头生猪，主要建设猪舍、沼气工程等配套设施；工艺技术：
仔猪-保育-出栏，仔猪-保育-育肥-出栏；主要设备：保育栏、育肥舍、全自动
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降温设备等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佳，联系电话：18837901798
通讯地址：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坡窑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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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28_M8sJYvA

xv2vKOVXtNw，提取码：6pcs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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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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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内。

河南民正农牧莲庄镇上涧村存栏1万头能繁母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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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河南民正农牧莲庄镇上
涧村存栏1万头能繁母猪养殖项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河南民正农牧莲庄镇上涧村存栏1万头能繁母猪养殖项

目
建设地点：洛阳市宜阳县莲庄镇上涧村
项目概况：项目占地 120.18 亩。年存栏 1万头繁育母猪，年出栏 25

万头断奶仔猪，主要建设猪舍、办公用房及水电路防疫等配套设施。工
艺技术：种猪→检疫→饲养→繁育→仔猪出栏。主要设备：猪栏、产床、
全自动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降温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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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佳
电话：1883790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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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HIkPeB9E9p-TG2i2x694A，提取码：

z9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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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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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讯（记者 陈薇）5月 10日，
备受关注的“中国品牌日”活动再度准时
开启，2020年“中国品牌日”活动首次采
用全程在线展演形式。

据了解，2017年 4月 24日，国务院批
准将每年 5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品牌
日”，至今已举办四届。今年的活动主题
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全面小康，品
质生活；全球战‘疫’，品牌力量”。

今年“中国品牌日”首次采取云端开
启的方式，运用三维虚拟现实等技术，兼
顾电脑和手机终端服务，用全程在线形
式举办 2020年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和
云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中铁装备作
为全国唯一企业代表与上海主会场视频
连线。

河南省作为“中国品牌日”的重要分
会场，以“豫见好品、出彩中原”为主题精
心打造永不落幕的“云上河南”展馆，通
过“大河奔流”“砺山带河”“河清云庆”

“物阜民安”“众志成城”五大展区，集中
展现文化创意、高端制造、未来科技、现
代农业、抗击疫情等领域涌现出的 56家
领军自主品牌。

云上河南展馆按照线下场景进行 1
比1还原，并结合参展企业风格与产品特
色进行虚拟展馆设计。

在设计语言上，以清明上河图、黄河
等为天幕背景，结合汝瓷、司母戊鼎、古
化石等文化符号的AR展示勾勒细节，书
写中原文明的历史与厚重；主色调上采
用黄、蓝等颜色的大气恢弘，配以盾构
机、液压支架、先进机器人等实体模型，
讲述河南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成长历程。

涨声喊几年 这次会不会“搁浅”
近日，部分快递企业宣布调价 河南多家快递企业表示未收到通知，业内人士称，涨价可能性不大

丰巢的事尚未平息，快递又上了热
搜，这次仍然与价格有关。继圆通、百
世、申通之后，5月9日，韵达也宣布调
价了。

最近几年，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
声音说快递要涨价了，但业内人士称，
都没涨起来。原因何在？

现象

高速公路恢复收费，
引发快递企业调价潮

近日，网上关于快递行业要涨价的
消息甚嚣尘上。

5 月 8 日，圆通发布公告称，全国
范围内的收费公路于 2020年 5月 6日
零时恢复收费，为保障广大客户体验，
提供持续优质的服务，将适当调整快
递服务价格优惠幅度。

同日，百世也宣布因高速公路恢
复收费，快递行业运输成本上涨，决定
即日起调整高速免费期间制定的优惠
政策。

当日声称要调价的还有申通。
5月 9日，韵达也跟进了，称将根据

市场情况，适当调整高速免费期间推行
的优惠政策。

高速免费刚取消，快递就要涨价？
百世、圆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均表

示，目前还没接到通知。
韵达一位资深快递员也说，目前还

是按以前的价格收件。
“我在业内干了 16年，每年都有消

息说要涨价，但从来没涨过。”河南区一
位“四通一达”高管称，2006年至2008年

时，一个快件收费15元，现在散户发件，
郑州市内的一件降至七八元，电商企业
的一件降至三四元，预计这次 90%的可
能性涨不起来。

中通快递河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
也称，国家邮政管理局曾多次强调要保
证基层快递网点的稳定，涨价的声音估
计雷声大雨点小。

涨价就要面临失去市场
各快递公司打价格战，损失的是整

个行业，但如果谁敢率先涨价，那么，失
去的就是自己的市场。

快递业资深人士乔先生称，价格
决定着快递企业的揽收量，所以没人
敢轻易涨价。“四通一达”目前的快递
业务量 70%以上来自电商企业，省内
大型电商企业，每家每天发货量在上
万单，就是涨一分钱，他们都有可能换
快递企业。

快递企业真的不敢涨价？娅丽达
女裤电商部负责人曾令恒证实了上述
说法。曾令恒称，快递企业为了抢占市
场份额，这几年一直在持续降价。前几
年公司发货还是五六元钱一单，2019年
降至不到 4元，现在一单平均比去年又
便宜了两三毛钱。

市场竞争激烈，不降还有可能市场
不保，何况涨呢？曾令恒称，快递企业
涨价，电商企业也不会同意。

中国品牌日活动开启
河南云上展馆来啦

路边停放的一辆韵达快递车 河南商报记者 王访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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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快递涨
价，你有什么看
法？和我们聊聊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