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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河南驿之东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南
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
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河南驿之东电气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河南驿之东电气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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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人元肥业有限公司租赁卫辉市上乐村镇上乐二村现有闲置厂院（上乐二村西 870处），拟投资 2000万元建设“年产三万吨有机肥建
设项目”。该项目以畜禽粪便为原料，蘑菇渣、秸秆等为辅料，配以菌种等，经发酵、陈化、粉碎、混料、制粒、烘干、包膜、包装后即为成品有机
肥。目前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卫辉市人元肥业有限公司向公
众公开以下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08430-1-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所在地查阅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寅初16650331717。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和关注工程建设的公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打电话、发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

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建设单位联系方式：王寅初 16650331717；环评单位联系电话：徐工 0373-7018697，邮
箱：1140849527@qq.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卫辉市人元肥业有限公司年产三万吨有机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公示

本项目为采砂项目，设置1个采砂点，位于商城县境鲇鱼山水
库灌河水域达权店镇余家塆至管家塆段规划可采砂区，采砂作业为
水采，年开采量66.8万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对该项目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1.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kFeointM8vGLl
MTsNVWYg，提取码：hzzv。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请联系建设单位。

2.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建设地附近居民、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等。
4.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途径：公众自行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

邮寄信函或电子邮件将填写完整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6.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信阳信水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17633733377
邮箱：xyxssyyxgs@163.com

信阳信水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信水实业有限公司建材生产项目采砂及场地基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7月8日11时在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13号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报废铅酸电池一批。2.报废网络设备一批。3.报废办公设备及营业厅家具一批。4.废旧馈线一批。5.旧机动车一批（整体打包拍卖）。
标的一、二、三、四竞买申请人条件：
1.竞买企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的企业法人；竞买人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如注册资金为非

人民币的其他货币，以发生（交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计算所得出的人民币金额为准；
2.竞买企业在环保部门已认证通过符合环保资质要求、具备省级环保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竞买报废铅酸电池的企业《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以及经营范围含有《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废铅酸电池（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为HW49中的900-44-49）、HW31（含铅废弃物）、收集、贮存、利
用或处置的资质；竞买报废网络设备的企业《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经营范围含有《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废电子电路板（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为HW49
中的900-45-49）收集、贮存、利用或处置的资质；能在省级环保部门官网上得到验证，无河南地域限制说明；

3.竞买废旧铅酸电池的企业的铅/年收集、贮存核定能力不低于1万吨/年（含1万吨，以《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体现的能力为准）；
4.竞买企业需提供政府商务部门核发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
5.竞买企业须具备且提供运输车辆《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9类危险废物）的复印件并加公章或与有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合

作文件原件，文件中应包含运输时间范围、电池范围、电子设备、电路板等信息；
6.竞买企业必须在拍卖成交、交纳成交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环保部门办理危险废物转移相关审批手续及拍卖标的实物清点、移交，买受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不能办理转移手续，视其不具备履约能力而视为买受人违约，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照《拍卖法》第39条的规定处理；
7.竞买企业需提供在河南省环保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河南省内竞买人授权代表在拍卖人公司现场登录或提供账号与密码由拍卖人检查，河南省外竞

买人提供成功办理过，经环保部门批复的跨省转移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审核不通过的不具备竞买资格）；外省竞买企业能得到所在地环保部门同意接收的承
诺，提供收购、处置合同案例或在河南省环保厅的相关申请和联单案例（两年内相关成功转移案例）；

8.竞买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竞拍。不同竞买人的委托代理人及业务联系人不得为同一
人，否则均不得参加竞拍；

9.如提供虚假手续参与审核报名或出现其他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其列入不良记录，三年内不得参与本公司及委托人组织的相关资产拍卖活动；
10.竞买企业交纳竞买保证金须由竞买企业对公账户转入到我公司指定账户，不接受个人账户转账；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7月7日16时前提供上述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我公司进行资格审核，资格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办理竞买手续。所提供的相

关材料有任何一项未通过或未提供的，就不具备参加本次拍卖会的报名资格。
资格审核通过后请于 2020 年 7 月 7 日 16 时前向我公司指定账户（全称：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行郑州行政区支行，账号

41001503010050208059）交纳竞买保证金，标的一交纳竞买保证金10万元、标的二交纳竞买保证金40万元、标的三交纳竞买保证金5万元、标的四交纳竞买保
证金10万元、标的五交纳竞买保证金10万元（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2020年7月6日、7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22565 13939043417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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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地摊经济”正如火如荼，
为保民生，促就业，确保“地摊经济”健
康发展。近期，荥阳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组织派出所在辖区夜市开展巡查安
保工作，为“荥阳市地摊经济”保驾护
航。 (王冬丽)G

荥阳公安保障地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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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
号）等文件的要求，《河南省大疆牧业有限公司年出
栏十万头种猪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征求意见
稿全文查阅途径：（1）网络查阅：请登陆大河网进行
查询。（2）纸质版查阅：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以及书信的形式与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索取，联系
方式如下：建设单位：河南省大疆牧业有限公司联
系 人 ：王 总 ，电 话 ：13346792566，邮 箱 ：
353618159@qq.com，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
谢旗营镇北大段村东窑地；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马 工 ，电 话 ：
0371-55091095，地址：郑州市东风南路绿地之窗
云峰座A座1701，邮箱：hnhwhb@126.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受影响
的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myHgo50Vo-Tw-
GyldntOBw，提取码：vfq3。

四、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
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
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
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
时间为发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河南省大疆牧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疆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十万头种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在郑州体验一把无人驾驶公
交，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从2015年自动驾驶客车在郑
开大道公开路试，到2019年自动驾
驶巴士落地试运行，再到2020年自
动驾驶公交试运行在中原科技城启
动，5年来，郑州的自动驾驶从单个
自动驾驶车辆到整个智慧公交的车
路协同系统，从半封闭道路运行到
开放式道路运行，再到通过北斗导
航系统实现车辆厘米级定位，郑州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创新正一步一
个脚印逐步落地。

有了北斗导航助阵
郑州自动驾驶公交实现厘米级定位

自动驾驶公交车如何实现精准行驶、停
靠？这得益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宇
通的车联网系统在北斗系统的支持下，为L4
级自动驾驶巴士实现了厘米级定位。

“北斗系统作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研
发配套的车联网系统，把导航信号传输给车
辆，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宇通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自动驾驶公交能通过雷达等感
应系统感知其他车辆、行人等道路环境，
然后通过车上的自动驾驶系统做出驾驶
决策。而得益于 5G 技术高速率、低时延、
大带宽的特性，无人驾驶反应速度为毫秒
(1/1000 秒)级。

自动驾驶车辆如何保障安全？别担
心，根据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即使是无
人驾驶车辆，在开放道路运行时也需要
配备安全员，对车辆状况进行观察等。

少有人知的是，过去这 5 年，郑州在无
人驾驶方面一路领先。早在 2015 年，宇通
第一代自动驾驶系统在郑开大道开放道路
进行了自动驾驶客车公开路试。

在完全开放的道路环境下，上述客车行
程 32.6公里，途经 26个信号灯路口，自主完
成了跟车行驶、定点停靠等一系列实验科目。

2018年 5月，达到有条件自动驾驶等级
的纯电动客车，开始在郑州宇通厂区实现半
封闭式常态化运营。

“车辆一直都有，这种（自动驾驶）技术早
几年就已经出来了。”工作人员表示，在封闭
道路只有一辆自动驾驶车辆，而到了开放道
路，需要把自动驾驶系统和整个城市的基础
设施相对接，形成智慧公交系统。

“既然发展自动驾驶，总要走到开放道
路上去。”宇通公司工作人员说。

未来，郑州要形成智慧公交系统

北斗系统实现车辆厘米级定位

在郑州市众意路和北三环交叉口附
近的公交场站，停放着一排外表酷炫的
公交车。

这些公交车虽然外表和普通的“黑
金刚”公交车并无太大不同，但行驶过程
中，驾驶员并不需要手扶方向盘，因为它
们是自动驾驶公交车。

这条公交线路，试运行于 6 月 20
日，是目前国内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商业
应用验证的智能公交线路。

线路全长 17.4公里，经如意西路串
联金融岛中环路，首批上线L3级自动驾
驶巴士12辆和L4级自动驾驶巴士2辆，
最大载客量为80多人（含站立）。

何为商业应用？负责自动驾驶项

目的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宇通公司”）工作人员陈雅告诉河南商
报记者，商业应用是指该项目由政府公
开招标，公司投标并中标，“最终可能会
移交给公交方面商业化运行”。

距离金融岛不远的龙子湖智慧岛
上，与上述自动驾驶公交线路类似的，
是 2019年 5月 17日正式试运行的全球
首条在开放道路上运行的 5G无人驾驶
公交线路。

智慧岛上的自动驾驶公交线路共
计长 1.5公里，设 3个站点，车辆可载客
七八人。

运行一年以来，这条公交线路已安
全行驶超 3 万公里，搭乘市民超 2 万人

次，市民亲切地称这种自动驾驶公
交车为“小宇”。

首条实现自动驾驶商业应用验证的智能公交线路在郑试运行

河南商报记者 刘远怀

扫码，阅读更多内容

河南商报记者 时硕 实习生 荆照贤/摄自动驾驶公交车不仅外表炫酷，操作起来也很“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