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商报记者从河南省通信管理局获
悉，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和电信
业务收入分别居全国第3位、第5位，增速分
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4个、2个百分点。全
省互联网用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和移
动互联网用户新增数均居全国第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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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禹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联系人：郑长军，联系电话：13782317629
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征求意见稿下载链接：
http://www.eiafans.com/forum.php?mod=at-

tachment&aid=NTA2MjUxfDQyZjA3ZWFmfDE1O
TUyMjQ3MjR8MzE4Nzk0fDEzMTQ0Mjk%3D

公众可通过上面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
方式索要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较近以及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居民、

单位及专家。
四、征求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

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

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
交建设单位。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 7月 20

日~7月31日。

禹州市中西医综合医院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一、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禹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电话：13503898980；联系人：尹院长。
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征求意见稿下载链接：http://www.eiafans.

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2MjU
wfGViMGE4NGExfDE1OTUyMjQ2MDZ8MzE4Nz
k0fDEzMTQ0Mjg%3D

公众可通过上面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索要纸
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较近以及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居民、

单位及专家。
四、征求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

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

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
交建设单位。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 7月 20

日~2020年7月31日。

禹州市立医院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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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希望渑池镓业有限公司年产70吨高纯镓（6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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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
络查阅：如需查阅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如下：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v8n7adpiDUGGgNrcN6E8Cg，提取码：8kzq。（2）纸质版查阅：
如需查阅征求意见稿纸质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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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东方希望渑池镓
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岩，联系电话：18236713117，通讯地址：三门峡
市渑池县天坛工业园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院内，电子邮箱：
zhangy404@easthope.cn；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
人：邓工，电话：0371-55091095，邮箱：hnhwhb@126.com，地址：郑州市

东风南路绿地之窗云峰座A座 170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评价范围内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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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链接为 https://pan.baidu.

com/s/1tmyHgo50Vo-TwGyldntOBw，提取码：vfq3，请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发送至电子邮箱：hnhwhb@126.com。

四、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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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希望渑池镓业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渑池镓业有限公司年产70吨高纯镓（6N）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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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与河南省万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万政）、淮阳县万政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淮阳万政）签订的关于《万正
美林半岛 1＃-3＃楼、3A＃楼、5＃-13＃楼、
15＃-23＃楼住宅楼项目施工合同》（以下简
称：《施工合同》），河南万政、淮阳万政并未将
上述工程交由我公司施工，《施工合同》甲方并
未履行，我方与现场施工人员无合同关系，无
经济往来，无隶属关系，河南万政、淮阳万政从
未向我公司支付过工程款。后期在调查中发
现，有人伪造我公司印章，冒用我公司名义，我

方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现处于侦查阶段，亦向
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

现声明如下：我公司在该项目上从未与任
何材料供应商、劳务公司及个人签订过任何合
同及书面性经济性文书，如因上类文件所产生
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租赁费、劳
务费等）及任何纠纷，我公司均不认可，该项目
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特此声明！
河南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22日

声明 通许县中医院改扩建项目已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在通许县中医
院官网（http://www.txxzyy.com/）查看详细内容。

征求意见的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
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为了让大家及时了
解对周围环境及生活可能产生影响，倾听你们意
见，请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们联系。

建设单位：通许县中医院
联系人：张院长，13803782138；地址：开封市

通许县解放路北段
环评单位：河南润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18937811810，邮件：37074422

5@qq.com，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八大街恒大帝景2
号楼4单元501室

通许县中医院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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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郑州晟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郑州晟
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编号：COAMC
豫-2020-A-18），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郑州晟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郑州晟博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郑州晟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州晟博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郑州晟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 5月 20日 人民币：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371-67121830

住所地：郑州市农业路东26号

郑州晟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明亚，联系电话：15303825657

住所地：郑州市金水东路49号绿地原盛国际1号楼 1203室

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杨
洪生）“21日至 22日平顶山地区可能出
现暴雨……”7月 20日，接到天气预警信
息后，宝丰县供电公司通知各部门按照
应急预案要求落实防汛应急准备，确保
雨季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及用户用电
无忧。

进入7月份以来，平顶山地区雨天增
多，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威胁。针
对这种情况，宝丰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

组织开展防汛工作：结合历年防汛工作
经验，制定了《2020年防汛保供电工作方
案》；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联系，强化
天气预警提示，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联
动机制；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制度，明确各
级人员责任，形成全员联动防汛保电工
作格局；结合宝丰县地势特点，明确防汛
要点、巡视重点、管控难点等，落实保电
职责，细化常态管理；结合迎峰度夏工
作，开展防汛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对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各项防汛保电工作落
实情况和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检查；
对防汛重点地区输、配电线路进行巡视
排查，及时维护加固地势低洼区域的线
路电杆，补充完善警示标示、基础设施及
拉线，清理线下违章树木及各类杂物。

此外，宝丰县供电公司还积极开展
防汛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员工应急反应
处置能力；各类防汛物资、车辆以及备品
备件均已到位，6支应急抢修队伍 24小

时待命，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城市生活

河南通信行业半年报出炉，上半年互联网用户新增数全国第一，手机上网流量资费同比下降

我省有668.6万用户尝鲜5G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吴智星

宝丰县供电公司 筑起防汛安全“堤坝”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3930.4亿
元，居全国第3位，同比增长34.7%，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6.4个百分点。

电信业务收入完成348.7亿元，居全国
第5位，同比增长5.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个百分点。

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 90.6%，居全国
第6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税费总额分别完成 73.5亿
元、28.7亿元，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5位。

上半年
电信业务总量完成近4000亿元

上半年5G投资完成42.5亿元 居全国第6位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94.2
亿 元 ，居 全 国 第 6 位 ，同 比 增 长
38.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7.5 个百
分点。

其中，5G投资完成42.5亿元，居全

国第 6位。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4G
基站、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分别达到
39668G、31.1万个、4776.8万个，总数居
全国第 4位、第 5位、第 6位。5G基站
达到1.9万个。

上半年互联网用户新增数居全国第1位

上半年，互联网用户和 4G用户新
增数分别居全国第 1位、第 2位，5G用
户达到668.6万户。

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1685.5万户，
居全国第 4位。其中，4G用户 8269.1
万户，居全国第2位。

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1456.3 万
户，居全国第 4 位。其中，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 2947.1 万户，居全国第 4
位；移动互联网用户 8509.2 万户，居

全国第 3位。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移动宽

带 用 户 普 及 率 分 别 为 97.5 部 /百
户、95.5 部 /百人，居全国第 15 位、
第 21 位。

IPTV（网 络 电 视）用 户 达 到
1838.6万户，居全国第 5位，同比增长
8.6%。

物联网终端用户达到 7696.1 万
户，居全国第7位，同比增长54.4%。

上半年
手机上网流量资费为4.3元/G

上半年，手机上网流量资费为 4.3元/
G，同比下降26.4%，降幅居全国第6位。

手机上网流量为45.8亿G，居全国第
3位，同比增长 37.6%。手机上网用户月
户均流量达到9.8G，同比增长31%。

物联网终端接入流量、固定宽带用
户总接入带宽分别达到 3992.1 万 G、
547.8万G。

4G用户渗透率、100M以上宽带用户
占比分别达到 83.8%、91.1%，居全国第 4
位、第 8位，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4
个、4.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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