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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化工产品生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现将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N8xa5v7kf6TU4eBKQKVe1g，提 取
码:cbb4；查阅纸质报告书的联系人：刘总，联系电话：
13598818918，邮箱：Henantimes2020@163.com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的居民、单位及其
他利益相关者。

3、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提交
公众意见表。

4、公众反馈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河南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河南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化工产品
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1.项目概况
起于任村镇盘阳村东侧G234与白盘大桥引线交会处，路线沿G234采用分离

路基向西经盘阳东，于K1+522.70设18-30m大桥跨越露水河；路线经盘山村西，于
豹台村北设桥梁跨越现状冲沟；至此路线折向南，经石岗村东侧设置万宝山1号隧道
穿越万宝山试验区后到达北张清；经张家沟设11-30m大桥，于老爷岭设1690m万
宝山2号隧道到达杨水站村；与林清线设平面交叉后，路线折向东南，从东芦寨南侧穿
过，至东岗镇西侧林清线与S227交汇处到达项目终点，路线全长15.659k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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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电子版

（1）电子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cgHJqEIiipGpOVaKedT8A提取码: j4c4

（2）环评报告书纸质版内容联系建设单位进行查阅。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工程沿线（盘阳村、豹台村、杨水站村和东卢寨村等）相关的团体和个人。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Z61Xb06IpTOahGSlsEfHA
提取码: gj32
5.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中能建（林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成余（18255565517） 地址：林州市龙山中路223号
6.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安阳鑫峰环境保护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0372-2226588）
7.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周围公众可通过信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建议。
8.公示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能建（林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林州市盘（阳）东（岗）线货运通道新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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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李坤遗失就业证，证号：4101080020000187，声明作废；

邢刚遗失就业证，证号：4101080020000188，声明作废；

张春华遗失就业证，证号：410108002000018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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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广宏城会展服务部所
经营的位于正弘城3F的“未来动物城”因
疫情原因已于2020年5月30日正式恢复
营业，欢迎顾客前来体验。

考虑到位于正弘城 3F的“未来动物
城”即将于2020年 8月 31日进行经营调
整，请前期在我们“未来动物城”办理消
费卡（次卡或年卡等）的顾客于2020年 8
月 31日之前尽快来店消费，以免因经营
调整影响到您的相关权益。另“未来动物
城”办出的消费卡全部由郑州市金水区广
宏城会展服务部全权负责核销及处理,与
房屋出租方无任何关系！

联系人：赵永波
联系电话：18638852016
为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未来动物城”全体员工欢迎您的到来！

郑州市金水区广宏城会展服务部
2020年6月29日

公告广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令（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公众参与公示，本着依法、有序、公开和便利的原则，现对本项目征
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管城回族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
建设地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辰路与南四环交叉口向北 200

米路西
建设内容：本项目用地面积 18600 平方米，规划新建 1 处生活垃

圾分拣中心，总建筑面积 9000 平方米，主要包括：1.大件垃圾拆解
点；2.大件、园林垃圾协同资源化处理站；3.废旧织物贮存点；4.玻
璃废弃物贮存点；5.塑料废弃物贮存点；6.金属废弃物贮存点；7.纸
类废弃物贮存点；8.危险废物贮存点；9.综合楼。

主要工艺：废纺：卸料--消毒--分拣--打包--分类储存--分类
外运（少数成色好的衣物进行：清洗 --烘干 --熨烫 --整理 --捐
赠）；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卸料--分拣--打包--分类储存--分类
外运；废金属：卸料--分拣--打包--分类储存--分类外运（少数体
积较大者需进行剪切处理）；大件垃圾：卸料--人工分类及拆解--
破碎--磁选--分类储存--分类外运；园林垃圾：卸料--粉碎--储
存--外运；有害垃圾：卸料--分拣--分类暂存。收纳垃圾种类不包
含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1.报告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_y-a7gDQV231Ud-

aC2Qvw，提取码：ya2d
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联系评价单位和建设单

位。
建设单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李工，联系方式：16638073650
评价单位：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联系方式：0371-87565188
3.查阅期限：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鼓励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提出意见。

四、公众意见表下载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_y-a7gDQV231Ud-aC2Qvw（提取

码：ya2d）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本次公示的环境影响报告简本中所涉及内容的认识和

意见，可通过公布的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反馈。

电子邮箱：940874254@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2020 年 6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7 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
2020 年 6 月 22 日

管城回族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参公示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现在我们才发现，啟福城项目从一开始就
是个‘坑’。”2014年，郑州市民郭先生通过团购形
式，购买了啟福城福苑一套房子，并先后缴纳了
70%的房款。

因为着急入住，今年4月以来，郭先生多次前
往项目工地查看，发现施工人员寥寥无几，工程
进展十分缓慢。然而，让他震惊的是，通过郑州
市房管局网站查询发现，自己购买的房子，竟然
是安置房。

与郭先生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啟福城慧苑和

观澜苑的部分购房者。2017年年底，王女士选定
了啟福城观澜苑的一套65平方米的房子，在开发
商的要求下，缴纳了全部房款。2019年，眼看着
买了福苑房子的几个朋友先后进行了网签，而自
己买的观澜苑的房子毫无动静，她着急了，结果
听说自家房子变成了安置房，没法网签。

郭先生说，据不完全统计，有“商品房变安置
房”情况的购房者，总数在200户左右。

此外，更令业主们着急的，是项目自 2020年
起就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复工一再延迟。

购房6年后 内购房变安置房？
团购啟福城的房子后，不少业主发现买的是安置房 开发商曾承诺2018年交房，但至今未完工

谁也不会想到，“祈”来的不是“福”，而是漫长的
等待；谁也不会想到，当初吸引人的“内购房”，到头来
居然变成了安置房；谁也不会想到，交钱五六年后，项
目仍干干停停，交房仍遥遥无期……

选择啟福城，购房者觉得这可能是自己做过的最
差劲的决定。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高瞻展 记者 韩忠林 闫梦园

如果您知
道更多信息或
线索，扫码给
我们留言吧

商品房怎么就变成了安置房？项目现场为何陷入停工，何时
全面复工？对于那些不想要房子的购房者，如何退款？

工地未见全面复工，工人称工资遭拖欠
啟福城购房者出示的一份商谈纪要显示，开发商承诺啟福城

福苑 5号楼、7号楼、8号楼 3栋先进场复工，在 6月底之前全面开

工，那么现实状况如何？

位于桐柏南路与长江路交叉口东北方的啟福城观澜苑，是该

项目一期。目前两栋楼已封顶，工地内有零星工人在切割钢筋，但

未见成规模动工。

啟福城慧苑、福苑是项目的三期、四期，位于长江路和西三环

交叉口西南角。大部分建筑已封顶，但工地内未见施工工人。

工地旁边的活动板房内，有几位正在休息的工人。据他们介

绍，工地仅有几个工人，已多天没动工了，何时复工还需等通知。此

外，他们还透露，目前啟福城项目已拖欠工人工资长达半年之久。

商品房变安置房，开发商给出俩解决方案
“开发商也承认是安置房。”郭先生说，针对“商品房变安置房”

的问题，开发商给出两种解决方案，一个是退房，另一个是降价

——购房者要了安置房，价格上会低一些。

对于这两种方案，郭先生等诸多购房者表示无法接受。

“退房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款还说不准。”购房者张先生质疑开

发商的资金实力，曾有购房者去年就申请退房，钱至今没退完。

“昨天我去信访办了解情况，他们说正在向相关部门反映，看

如何改变房屋性质。”张先生表示。

相关负责人“躲猫猫”，电话接通后迅速挂断
6月24日上午，河南商报记者来到位于桐柏南路与沁河路交叉

口东南的啟福置业销售中心，销售中心工作人员称，这里主要办理

已交付小区的相关事宜，对于啟福城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可去啟福

城售楼部了解。然而，当日上午，在面对购房者质疑时，啟福城售

楼部工作人员答复“不知道”“不了解”“领导不在”。

随后，河南商报记者来到位于桐柏南路与宏河路交叉口东南

的启福商务中心，即啟福城开发商的集团总部。记者表明来意后，

启福商务中心一楼大厅保安表示需要请示领导后才可放行，稍后

记者被告知“没有领导允许，不可入内”。

无奈之下，河南商报记者拨打了与啟福城购房者对接的王姓

负责人电话。第一次电话接通后先确认了对方身份，但当记者提

出采访问题后，王姓负责人称信号不好，并迅速挂断电话。第二次

再拨打电话，便无人接听。

公开资料显示，啟福城楼盘为郑州市密垌村
改造项目，位于长江路与西三环交会处附近。

2014 年，啟福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内购为
噱头，以明显低于周边楼盘的价格组织郑州市
一些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团购，承诺 2018年左右
交房。

2017年下半年，啟福置业开始安排购房者抽
签选房，并且每户购房者需要补交每平方米 1500
元左右的差价。抽签选完房后，开发商开始催促
购房者交尾款，以便尽快签合同。很多人把全款
交了，最低的也交了房款的 70%左右。2019年，
啟福城部分楼栋取得了预售证，可是有的购房者
网签了，有的却网签不了。

同样是啟福城的房子，为什么有的购房者买

到的是可以网签的商品房，有些购房者买到的却
是安置房？安置房购房者能否“网签”“办证”？

由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
《关于“啟福城福苑”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
况说明》中称，该项目中1号楼、2号楼为安开混合
楼房，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时，中原区城改办
出具了 1号楼 1~17层的 01~15号、18~34层的 01~
03号为安置用房；2号楼 2单元的 2~34层的 01
号、10~34层的04号为安置用房，其余均为商品住
宅。

安置房可否对外出售，能否“网签”“办证”？
对此，郑州市房管局态度明确，按照市政府

的相关规定，安置房只能用于安置村民，不得对
外销售。

啟福城有两栋楼房，是安开混合楼房

当初买的内购房，咋变成了安置房

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