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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Dl9ylEpwqwT3
7yhp25iqw，提取码：wy0u，纸质报告联系建设
单位索取。

2.本次环评征求意见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
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公众可在信息公开后下载意见表，以信
函、传真、邮件或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方式向建
设单位提交。提交意见时应提供有效联系方
式。鼓励采用实名提交意见。

4.反馈时间：2020.6.15-6.29。
5. 河 南 千 源 农 牧 有 限 公 司 ：何 经 理 ，

13569598328

河南千源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5万头商品
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7月19日10时起至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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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建业路90号院3号楼东1单元9-10层东A
户（不动产权证号：0701028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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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金水区商城东路 5 号院
附 36 号 1 单元 19-20 层 1905 号房产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郑州市二七
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ifa.jb.com/2053，户名：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拍卖公告

河南中捷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有六
辆福田牌的车辆合格证丢失，（1）. 底盘合
格证编号：WAG132905524271，车架号：
LVBV4JBB9KE045459，发动机号：765266
10，印刷号：No.IV1092773；（2）. 底盘合格
证 编 号 ：WAG102905524387，车 架 号 ：
LVBV4JBB9KE045462，发动机号：765265
99，印刷号：No.IV1089280；（3）. 底盘合格
证 编 号 ：WAG142905524325，车 架 号 ：
LVBV4JBB3KE045456，发动机号：765116
09，印刷号：No.IV1093813；（4）. 底盘合格
证 编 号 ：WAG172905524410，车 架 号 ：
LVBV4JBB6KE045449，发动机号：765115
94，印刷号：No.IV1088465；（5）. 底盘合格
证 编 号 ：WAG112905524384，车 架 号 ：
LVBV4JBB4KE045465，发动机号：765266
11，印刷号：No.IV1100058；（6）. 底盘合格
证 编 号 ：WAG112905524405，车 架 号 ：
LVBV4JBB8KE045453，发动机号：765115
88，印刷号：No.IV1100060，共六张合格证
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河南商报讯（记者 胡威 实习生
陈晟）“折腾”是潘付友常挂在嘴边的
词。他出过书、办过杂志，还懂摄影，
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装饰建材生意
曾经做到郑州市行业翘楚，旗下的食
品公司年销售额破1亿元。

2018年，潘付友偶然接触到直播
行业，爱“折腾”的他决定转战直播圈，
2020年，57岁的他打造了自己 300平
方米的直播基地。

“我 2018年才接触到直播。”潘付
友说，偶然接触到直播行业后，他决定
转战直播圈。直播毕竟是全新的领
域，恶补知识成了他的日常。看直播、
查资料，经常凌晨2点才入睡。

在潘付友看来，直播的优势体现在
不仅具备线上信息传播的高触达率，还
拥有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场景，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传统电商的弊端。

“直播带货其实是感性销售，主
播通过售卖低价产品调动粉丝的情
感，达到冲动消费的目的。”潘付友总
结出了一个规律，卖得好的商品客单
价普遍不超过 100元，更精准地来讲
就是“69 原则”：69 元以下最被消费
者接受，高于 69 元的往往难出现爆
品。

在对直播市场进行深层研究后，
2019 年 4月，潘付友打造的“奇迹公
会”直播基地在郑州市万盟电商园开
始正式运营。目前，潘付友拥有 300
平方米的直播基地，旗下有四个才艺
主播和一个带货主播。

去年 10月份，潘付友的公司开始
盈利，目前主要投入的40万元资金已回
笼，且每月尚有微利。潘付友表示，目
前做得还不够好，要学的还有很多。在
直播行业与年轻人比肩竞争，需要的不
仅仅是勇气，更要有方法和坚持。潘付
友的直播之路，才刚刚开始。

截至6月17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精选层专区信息显示，已
经有 52家企业申请了股票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专区上市。这其中，
已经有两家河南企业的身影。

5月19日，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申报精选层的材料已获
受理；5月 27日，金居建设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申报材料已被受理，目前
两家公司都已处于问询阶段，并等
待挂牌委会议。

此外，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准备申请进
入精选层之前的辅导备案。河南伊
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也公开表示，
有进入精选层的计划。

作为河南进入精选层申报最早
的企业，恒拓开源是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其主要向航空业、制造业、政
府等企业或机构提供专业化定制服
务并收取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等费
用。业绩方面也非常不错，公司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2.79亿元，归
母利润为2483万元。

本次进入精选层，恒拓开源发
行募集资金约3亿元，用于基于中台
架构的航班运行控制（FOC）系列产
品升级项目、航空行业专属智能云
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相对而言，另外三家计划进入
精选层的企业就相对传统，伊赛牛
肉主要从事肉牛养殖、饲料加工、屠
宰分割等；金居股份主要从事建筑
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利通
科技主要从事橡胶液压软管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金居股份董事兼董秘侯迎丽
说，此次公司迅速申报精选层，因公
司所处的建筑工程行业所需资金量
较大，再加上公司也在探索转型，拓
展省外业务，需要资本市场支持。
而在新三板挂牌这几年，公司只拿
到 3000多万元融资，已无法满足企
业发展。

创业板注册制落地，上市效率变高 门槛更低的新三板推出精选层，完善融资功能，还能转板上市

注册制下的创业板
新三板的精选层 哪个对企业更“香”

在创业板注册制开放的同
时，新三板也开放了转板上市
的“跳板”——精选层。

上精选层，对企业来说，可
以获得一次“小 IPO”的机会，
而且审核周期只有40多天，加
上未来有可以转板创业板、科
创板的机会，让河南新三板挂
牌企业非常心动，目前，已有4
家企业明确要上精选层，其中
两家项目已经进入问询阶段。

河南商报记者 陈薇

爱“折腾”的他
55岁转战直播圈

商报正在组
建郑州商贸史上
最 强“ 网 红 天
团”，快来加入吧

从申报到通过
精选层只需要40多天

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几乎同
时，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的新三板的改革，也进
入实质性阶段。

6月3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
板上市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精选层
企业满足 IPO条件且在精选层挂牌
满一年后，可以申请直接在创业板和
科创板转板上市，且无需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或注册，由上交所、深交所依
据上市规则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

早在 4月 27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就开始受理企业进入
精选层的材料，对于有融资需求的
企业来说，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委的
效率非常值得关注。

从目前已经通过精选层审核的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艾融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两家公司的情况看来，从
全国股转系统受理申请材料
到审核通过，两家企业都只
经历了40多天。

尽管创业板、科创板也都实行了
注册制，但新三板的精选层无疑门槛
更低，对企业宽容度更高。

恒拓开源证券部人士告诉河南
商报记者，2015年恒拓开源就在新
三板挂牌，2017年新三板最为活跃
的时候，曾通过定增的方式融资
8500万元，尽管之后进入创新层，但
交投活跃度、融资情况无法满足企业
发展要求。

目前如果想直接在创业板、科创
板注册上市，恒拓开源在业绩等方面
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就先选择了精
选层。

“其两年净利润标
准符合精选层，但与创

业 板 净 利 润
指 标 还 有 一

点差距。”银河证券分析师杨健说，
“精选层又被称为‘小 IPO’，像恒拓
开源这样最近两年扣非净利润均在
1500 万元以上，但两年累计不到
5000万元的，上精选层，然后择机转
板比较合适。”

目前精选层审核效率非常高，
成功概率也相对较高。杨健说，经
营业绩不完全符合上市条件的企
业，先在精选层挂牌融资，可以更好
地做大做强并规划运作一段时间，
未来择机转板成功率也会高很多。

精选层的估值和流动性在未来
也会显著提升，目前市场上合格投资
者已经超过 100万户，多家公募基金
投资精选层公司的产品已经获批。

此外，他提到，还有一些公司选
择精选层则是因行业属性、同业竞争
等历史问题无法上创业板或科创板，
而这些问题暂时也没有太大改善，如
果业绩相当不错，也建议上精选层试
一试，解决企业当下融资需求。

4家河南企业备战精选层

这样的企业更适合精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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