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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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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在商水县
人民政府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向
建设单位咨询、查阅环评文件可公开版本。2.征求
公众意见的范围：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
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3.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详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YL9o2SlNNK05Xk3NfBeEmg，提取码：3qv9。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联系方式：河南亿得
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总，17639767666。5.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2020
年7月27日-2020年7月31日）向建设单位反映意
见和建议。

河南亿得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再生综合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徐菲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将对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合同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徐菲菲。现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

现请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依照借款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向徐菲菲履行还款及担保责任。

受让人联系方式为：150108110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徐菲菲
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保证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原贷款行

01
杨郑新、祝遵
林、河南新力
建材有限公司

LN301120190
5633339、930
112017315917

93011201731
5917-1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02
陈素芝、
郎希辉

LN301120180
3416703、930
112017314217

郎志田、
张金粉

93011201731
421701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020 年 7 月 27 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0 年 9 月 2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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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卫生路 15号 8号楼 1单元 1
层 1 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066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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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拍卖公告

国电投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债务已超 5 年以上
且无债权人主张债权，也无法联系到相关债权人，请以下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司对账并办理结算手
续，逾期将进行账务处理。

长沙通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州绿荫消防科技
有限公司，河北红金龙物资有限公司，南京能发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凯工阀门有限公司，扬中市润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洁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维乐抗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常州
瑞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牡丹江林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百强阀门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湖南三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华汽轮机配件有限公司，江苏省靖江

光辉灯具有限公司，北京韦思力诚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武汉银泰科技电源有限公司，大连先超科技有限公
司，南京晨光高新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大唐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郑州华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郑州普瑞斯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新乡市鼓风机环保
设备有限公司，新乡市祥东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洛阳润通
工业油脂有限公司，河南省天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河南
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河南黄埔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宛城
分公司，南阳市卧龙区光洁钙粉厂南阳市三里桥中威电动
门经销部襄樊瑞福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南阳三星不锈钢
工程处南阳市通宇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市新宏大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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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现
将《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年产20万台微型汽车、10万台轻型
货车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信息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
本工程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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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途经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以下链接：http://www.eiafans.
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5803&pid=4894825&page=1&ex
tra=#pid4894825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查阅。

建设单位地址：开封市开发区宋城路99号
联系电话/传真：0371-23330521；邮箱：qiaojingpo@mychery.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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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欢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15803-1-1.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经
公众可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至建设单位信箱，或以电话、信函或者

面谈等形式对本工程建设、环境影响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有效期限自本次发布日起5个工作日内。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年产20万台微型汽车、10万台轻型货车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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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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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郑州市南四环快速化改造工程（嵩
山路至十八里河桥）于 2020 年 7 月进行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此工程现已公开验
收报告，现向公众公开有关信息：

验收调查报告公开网络链接：
链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

1314509-1-1.html
纸质调查报告可联系建设单位查阅。
调查报告公示范围：附近可能受影

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等。详细意见可通过信函或其他方式，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我们。

建设单位：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赵工：15639911526

编制单位：河南目标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张工：13526895880

郑州市南四环快速化改造工程
（嵩山路至十八里河桥）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公示

近两年，从双湖科技城到白沙科
学谷、北龙湖中原科技城等，再到有望
出现的“中原科创绿谷”，科创在郑州
到底有多热？

来自郑州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不完全统计，郑州科创园
区（科技园区）共34个，白沙科学谷、中
原科技城等比园区的概念大得多，没
计入34个园区的统计之列。

受访中，产业专家大都表示，相比
郑州的发展需要，不管是科创片区还
是科创园区，数量和规模都远远不够。

“郑州正在加快高质量发展、创新
驱动，势必都需要高新企业的大量出
现。”新创客协会会长、慧谷双创创始
人杨晏说。

郑州市科技局提供的数据也显
示，近两年，郑州市高新企业数量呈
50%的增长趋势，某种程度上也再次推
动了科创区域的发展。

郑州市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马
根灿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近两年，创业
中心新近入驻的高新科技企业增长率
在 30%左右，创业中心空间已经饱和
了，很多企业都在排队。创业中心也
在进一步盘活更多空置楼宇等，让企
业来了就有地儿。

城市生活

CCD北区 拟建“中原科创绿谷”
郑州CCD北区城市设计方案“剧透”：主打科创牌，突出生态元素，有望建两座地标性建筑
方案还提到，它将同北龙湖“中原科技城”一起，形成郑州科创产业的东西两翼

郑州又有一区域将主打科创牌了。
根据新的城市设计方案，郑州CCD

北区有望突出科创特色，建设中央科技
活力区（CTD），打造成“中原科创绿
谷”。方案中还称，它将同北龙湖“中原
科技城”一起，形成郑州科创产业的东西
两翼。

业内人士分析：郑州高新企业数量
近两年保持在50%的增幅，郑州科创区
域还远远不够。

河南商报记者 陈朋冲

郑州CCD北区，有望打造成“中原科创绿谷”

日前，河南商报记者从郑州市中原区
了解到，围绕郑州中央文化区（CCD）北部
片区等板块的城市设计，7月 15日，省委
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主持召开会
议，听取了设计团队的初步成果汇报。

根据目前的城市设计方案，郑州
CCD 北区将被定位为中央科技活力区
（CTD）、“智慧创新活力港·产业发展加速
极”，有望打造成“中原科创绿谷”。

参与该城市设计方案汇报的相关人
员告诉河南商报记者，郑州 CCD 北区共
240公顷（2.4平方公里），大致上，南起中

原西路，北到建设西路，东侧始于郑州一
中，西侧到行政学院。此前曾规划为市
民会议中心、市民广场、市民公园等的区
域，将设计为科创中心区，与南区的“四
个中心”一个主打科创，一个主打文化。

目前的设计方案中，该区域设置了
科技服务集群、智慧应用集群、智慧创意
活力区、产城配套融合区等。其中科技
服务和智慧应用是重要发展领域，包括
科技服务、科技传媒、科技健康、科技人
文、科技生活，智慧企业、智慧城市、智慧
政务、智慧医疗、应用转移等。另外还设

计有总部基地、国际创投基地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区域还将鲜明突

出生态元素，比如布置多个主题公园、口
袋公园等，形成综合绿化率超过 70%的
立体“都市绿谷”。

根据目前的方案，该区域还设计有
两栋超高层，有可能成为地标性建筑。

上述人员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该方
案于今年 3 月份开始研究论证，7 月 15
日，由国内一流的设计团队，将初步设计
成果向郑州市领导进行汇报。待方案最
终确定后，接下来将开始编制规划。

CCD北区开打科创牌，能弥补中原区及周边科创短板

据《郑州日报》报道，会上，徐立毅要
求，要把握科创发展规律，结合中央文化
区北部片区实际和未来需求，打造核心
带动、功能互补的城市功能片区，建设以
科创为特色、兼容性更强、弹性更足的现
代化城区。

该城市设计方案中还提到，“形成以
中原科技城（东）与中央文化区（西）为科

创产业的东西两翼，带动城市品质与竞
争力的发展腾飞”。

对于CCD北区开打科创牌，长期关注
产业发展的省社科院调研员唐晓旺认为，

“很有必要，也能弥补郑州中原区等区域
的科创短板。”他认为，未来CCD北区科创
要素集聚后，能带动整个区域，与郑州东
部的科创板块形成呼应，继而辐射二七区

西北、荥阳东等周边区域。
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博士李斌分

析，加入科创元素后，CCD北部片区未来
将呈现绿色、人文与科创深度融合的特
点，也顺应了科技与产业、科技与人文深
度融合的趋势，这些都是它的显著优势。

届时，CCD北部片区在功能、产业发
展、整体品质上，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制图/何庆庆

多位产业专家表示：
郑州目前科创园区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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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北区拟被定位为中央科技活力区（CTD），有望打造成“中原科创绿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