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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0 年 9 月 3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
位于郑东新区地润路 22 号 9 号楼 5 层 502 号
（不动产权证号：1401041747）房产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ifa.jd.com/2238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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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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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龙轻质建材厂北侧、文
昌路西侧龙香苑小区 2 号楼东 1 单元 702【豫
（2017）新郑市不动产权第 0008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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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28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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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 院 将 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 10 时 起 至
2020年 8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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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薛店镇
雏鹰路南侧世纪花园3号楼 2单元 4层 404
（商品房合同编号：16001310601）的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
lsf. taobao. com/0371 /13（部分页面上法院
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28日

拍卖公告

根据许昌金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237457949334）
和许昌银龙机械电子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7425030534）
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
吸收合并，许昌金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许昌银龙机械电子开发有限公
司，许昌银龙机械电子开发有限公司办
理注销但不进行清算。合并前许昌金池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5 万元，许
昌银龙机械电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10 万元，合并后，注册资本 1065 万元，
许昌银龙机械电子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
归许昌金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司所
有，所有债权债务由许昌金池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许昌金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银龙机械电子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9 日

合并公告（吸收合并）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要求，现将宜阳新大农牧
有限公司年出栏19200头育肥猪建设项目的环
评工作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
宜阳新大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19200头育

肥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在新大牧业网站公示。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为（提取密码：V8Cc）：https://space.ding-
talk.com/s/gwHOAjBm_gLOELSrogPaACAxM-
DllYTdkODdjMmY0ZGVkODc3OGMxMWM3M-
Dk1YzE2Zg。宜阳新大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19200头育肥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纸质版可以在宜阳新大农牧有限公
司办公室进行查阅，具体地址为洛阳市宜阳县高
村镇丰涧村。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以养殖场为中心，周

围2.5km的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已于2018年7月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发

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等配套
文件也予以公告，与该办法一并施行。公众均可
以填写公众意见表的形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提取密码：
wFXj）：https://space.dingtalk.com/s/gwHOAjBm_
wLOELSrogPaACA4NTgyODRhMjYyMGU0NzZi
YTBhMmE0NGEyNjZlMDk4Zg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可以通过信函、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进行反馈，公众提交
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公众意见反
馈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宜阳新大农牧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宜阳县高村镇丰涧村
联系人：李龙
联系电话：18638831884
电子邮箱：ll@xindamuye.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公示之

日起10个工作日。
宜阳新大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7日

宜阳新大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19200头育肥猪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名不愿具名的业主告诉河南商报
记者，被迫收房后，因为楼栋建设进度不
一，不同楼栋的业主一开始很难团结在
一起，甚至在一个院子里的三栋楼的业
主，有时候也很难站在一起。

2017年春节刚过，一次长达十余天
的停电，打破了这样各自为政的局面。
当时，利海集团留下的负责收尾的工作
人员不再承担小区的电费，正月十七，停
电开始了。

36 万多元的电费需要小区业主缴
纳，因为各楼栋意见不一，始终无法凑

齐。后来经过各方努力协调，小区内部
业主代表也坐在一起协商讨论，最终缴
纳了电费，恢复了供电。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用的还是施工用电。

在刘浩看来，小区最大的变化发
生在 2019年。“2018年开始我们小区自
发开会讨论，遇到问题业主们一块商
量。到 2019 年成效呈现出来了，正式
水用上了，天然气用上了，园林绿化也
有了。”

而该小区的正式电，目前也正在积
极推进中。

开发商破产后，郑州利海托斯卡纳三期业主被迫收房，集资建设基础生活设施，自发承担物业职责

自救5年 烂尾楼渐渐有了家的模样
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小区陆续通上了天然气、自来水，还有了绿地，最近正式电也将接入

在郑州，提起利海托斯卡纳三期
（又称绿洲花园），很多人都会想起
“烂尾楼”。但作为较早搬进“烂尾
楼”的业主，刘浩（化名）等人已经在
这个院里生活了5年。

从刚开始的黄土裸露到现在绿
植遍地，从无水无电到一户一表，从
扛煤气罐到用上天然气……5年来，
小区一步步改变，刘浩觉得他们这些
业主共同经历了磨难，邻里关系也要
比其他小区更加融洽，即使买了二套
房，他也没有搬走。

想起 8年前签下购房合同的那
一刻，刘浩说很不容易。

那时他租住在郑州的城中村，为
了拥有一套精装房，凑够了首付，在
利海托斯卡纳三期购买了一套 10楼
的房子。随后的 8年，刘浩总结为一
路心酸。签订合同时，房子的地基刚
刚打好，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看看
进度。但楼房主体完工后，进度便几
乎停滞了。

2014年底，利海集团郑州多个项
目爆出资金链断裂问题，破产的传闻
不断。“当时有村民在工地上一直守
着，后来开发商资金链彻底断了，售楼
部的人都跑了……”刘浩欲言又止。

开发商破产，业主们无奈之下只
好收房。此时，26号、27号、28号三栋
楼在一个院子，开发商承诺的精装修
基本没有，29号、30号楼各自在一个院
子，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已经安装。
到了2016年10月左右，原本负责小区
日常事务的物业公司也撤离了。

“外人看我们就像看笑话，利海托斯
卡纳三期在郑州也成了烂尾楼的代表，但
我们在一点一点地做这些事。”郭自超说。

据了解，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2018
年 10月前后，小区接通天然气；2019年 1
月，26号、27号、28号楼接上自来水；而
正式电也将在近期正式接入。

未来，业主们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
房产证、消防、物业等等，但对他们来说，
小区不再是那个黄土裸露、没水没电没
电梯的烂尾楼，而更像是一个家。

正如业主刘浩所说，他在别处买了
二套房，但他仍然选择住在这里。“邻居
们因为维权，接触比较多，关系比较好，
一路走来不容易，对这个小区也有感情
了，想一直在这儿住。”

因为小区没有物业，一些热心业主便
自发承担起了物业的职责，郭自超就是这
些业主的带头人，也是小区的楼院长。

保障小区的正常运转需要费用，怎
么办？小区保洁员、保安的工资，以及卫
生费、设施维修费等费用都公示在各单
元门口，每月由各户均摊。“平均到每户
多少钱，每个月就交多少钱的物业费，保
证公平公正。”郭自超告诉河南商报记
者，小区还成立了由社区党支部牵头的
融合共治管理架构，对小区进行管理。

今年疫情期间，三栋楼的 20多名业
主自愿报名参与疫情防控，在当地办事
处、社区协助下，保障小区居民的安全，还
号召业主给岐伯山医院捐款34856元。

除了管理，在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的
资金支持下，小区院子里黄土裸露的情
况也得到了改善。“一下楼就是绿油油
的，心情也会好很多。”王婷说。

开发商破产、物业撤离

高层无电梯，物品全靠人力搬运

没有开发商，没有物业，从2015年开
始，不少刚需业主便在这片黄土裸露的
小区里生活。“下雨天院里都是泥，荒草
有半人高。”业主王婷（化名）回忆起最早
的生活。

“没有电还好，没有水是真不行，一
开始我们从29号楼接水提到楼上。”家住
26号楼的王婷，刚刚生完小孩，便将孩子
放在老家来到郑州工作，原本想在交房
后让女儿在郑州生活的愿望，因为房子
烂尾而不能实现。

29号楼在另一个院子，业主们为免

奔波之苦，便集资将水管分别引到26号、
27号、28号楼楼下，接了水再往楼上提。

因为电梯配件不全，再加上没有电，根
本无法运行。提水、搬家具、装修物料……
任何物品都需要走步梯一点点搬上楼。

王婷说，做饭用的煤气罐也需要人
工搬运。“不想搬就多出点钱，卖煤气的
能爬楼送上门。”因为用煤气罐，27号楼
一位业主家还着过火。

谈及着火，业主们还有一个无奈：小
区虽然铺设了消防管道，但管道内没有
水，至今也没有通过消防验收。

业主集资完成基础生活设施建设

公开透明的财务信息

烂尾小区越来越像一个家

利海托斯卡纳三期如今绿植遍地

扫码看小区5
年来更多图片

艰难的入住

痛苦的自救

突然的烂尾

改善的保障

未来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