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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对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36600t/a氧化钼、27000t/a钼铁高效节能项目
建设地点：洛阳市栾川县庙子镇上河村
项目概要：洛钼集团下属两个钼冶炼公司，

即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冶炼公司”）和洛阳钼业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属材料公司”），主要产品均为氧
化钼和钼铁，现有工程均已开展环评工作、取得
了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并通过竣工环保验
收。洛钼集团根据国家及河南省、洛阳市有关大
气攻坚战等法规及政策要求，结合集团公司实际
情况，金属材料公司现有氧化钼和钼铁产能合并
至冶炼公司，合并后形成 36600t/a 氧化钼、
27000t/a 钼铁的生产规模。该项目利用冶炼公
司现有厂址建设，实施方案为对冶炼公司现有氧
化钼和钼铁工程进行技术升级和节能改造：其中
氧化钼工程（现有8台焙烧窑）保留4台焙烧窑
进行工艺提升改造，拆除其余4台焙烧窑，原址
新建4台无碳焙烧窑炉及相关配套设施；钼铁工
程增加冶炼炉及相关配套设施并优化工艺；对废
气和废水治理工艺进行提升改造，使其满足本次
合并产能及技改工程需求。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本次公示信息同步在栾川县环保局（http://

hbj.luanchuan.gov.cn/html/2020/banshi_0731/
1637.html）和洛钼集团网站公示、同时提供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公示期限为7月31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以通过提交书面意见或
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表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信函
以邮戳为准）。

三、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冶炼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地址：洛阳市栾川县庙子镇上河村
邮政编码：471521
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18903881079
传真：0379-68658872
电子信箱：357414052@qq.com
四、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

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河南景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与天明路索克时代

大厦16层
邮政编码：450000
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13513711335
传真：0371-63356168
电子信箱：1836832318@qq.com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冶炼有限责任公司36600t/a氧化钼、
27000t/a钼铁高效节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河南新干线农产品有限公司、郑州萨尔特
商贸有限公司、获嘉县新干线农产品有限
公司、河南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金
泉、海华、伊秋萍：

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东区分行申请执行河南新干线农产品
有限公司、郑州萨尔特商贸有限公司、获嘉
县新干线农产品有限公司、河南商联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李金泉、海华、伊秋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 0191 执恢 1527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查封房产公告、责令履行通知
书、腾房通知书、查封房产裁定书、拍卖裁
定书、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海华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十日内，到本院配合履行判决义务或配
合法院处置财产，逾期不到将依法对查封
你名下的房屋进行处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8月 3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等有关规定，对“洛阳氟
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阳桃沟萤石矿地下开采建设项目”进行环评公示，以听取
社会各界对该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及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公示
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项目名称：洛阳氟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阳桃沟萤
石矿地下开采建设项目；建设性质：改扩建；建设地点：洛阳市嵩县车村镇；项
目概况：洛阳氟钾科技股份公司阳桃沟萤石矿位于河南省嵩县车村镇西北部
栗盘架沟一带，原开采规模为1.5万吨/年，后经过资源整合，河南省自然资源
厅划定的洛阳氟钾科技股份公司嵩县阳桃沟萤石矿矿区范围由22个拐点圈
定，开采深度由775.00m至12.00m标高。矿区共三块，面积0.8889平方千
米，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规模8万吨/年。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23.6年。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洛阳氟钾科技股份

公司；联系人：吕本龙；联系电话：0379-66521892；通讯地址：洛阳市嵩县饭
坡乡工业集聚区。

3.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该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
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NXRt3sj4Ylw
IaZZ-Sd3NA，提取码：6ct5。

5.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查阅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起止时间
主要方式：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
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发布单位：洛阳氟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氟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阳桃沟萤石矿地下开采建设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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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栾川县惠顿矿业有限公司火神庙铅钼矿环评征求
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下载方式、征求意见
起止时间、回函联系方式公示如下：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下载地
址 ：https://pan.baidu.com/s/1UsbYqAogpbUIH-
mJ2j3Shvw，提取码：snj8；征求意见对象：栾川县
三川镇火神庙、裴家、货场沟村民，相关企业、组织、
团体等。征求意见起止时间：2020年7月29日至
2020年8月12日。公参意见表回函（电子邮件）地
址：738101352@qq.com

栾川县惠顿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8月4日

栾川县惠顿矿业有限公司火神庙铅钼矿
环境影响评价公共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9月9日10时起至2020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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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莲芳名下
的位于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1层C区6号
（不动产权证号：0601070362）、韩国森名下的位于
金水区朝阳路12号院10号别墅（不动产权证号：
0701012992）房产两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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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
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
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8月3日

拍卖公告

郑州煌明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0970
5600XW），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5515548198
550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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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仁立身份证号：41122157012
5551X，医师资格证书（编号：14140
100003876）丢失，声明作废。

张英杰身份证号：41010561111
4163，医师资格证书（编号：1998111
414105611114163）丢失，声明作废。

李艳丽身份证号：41232519800
715726，医师资格证书（编号：20
07121441232519800175726）丢 失 ，
声明作废。

7月 23日，河南商报记者走进位于南
阳光电产业集聚区的荣阳实业（南阳）有
限公司，它是亚洲最大的铝制品研发制造
商之一。自2013年落户卧龙区以来，荣阳
实业在政府一系列暖心政策的扶持下，蓬
勃发展、做大做强。

据了解，按照“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
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作机制，企
业所在地卧龙区县处级领导牵头，实行部门
负责、专班推进，对项目跟踪问效，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分包荣阳项目的区领导发
挥自身优势，掌握建设进展情况，将分管工
作与分包项目有机结合起来，同步实施，同
时推进，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

针对入驻企业关心的土地证办理、融
资、企业创新和园区环保等问题，当地政
府部门细化、分解制订工作方案，能解决

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协调区政府
相关部门限时解决。

受访时，南阳光电产业集聚区副主任
姚章玉介绍，为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卧龙
区协调 1.65亿元资金支持及 6500万元融
资担保事宜，有力推动了荣阳实业总投资
6000万元的光伏太阳能边框柔性生产线、
总投资 2000万元的高端电子产品配件智
能化柔性生产线两个新项目进度。

好的服务换来了好的结果，荣阳实业
集团计划于今年 10月底前，将广州增城
的厂区全部搬迁到南阳光电产业集聚
区。搬迁完成后，荣阳实业（南阳）有限公
司将成为荣阳实业集团在内地最大的生
产基地，每月产值将达 1亿元，全年总产
值将在 12亿元~15亿元之间，还可以提供
约2000个就业岗位。

南阳综保区进出口值
“火箭式”增长的秘诀是什么

上半年，南阳综保区进出口值逆市增长至10亿元，同比增长2364.36%，超过去年全年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河南第
二家综保区却逆市增长：上半年进出口
值同比增长2364.36%，超过去年全年。

在人们感叹成绩来之不易时，这
家综保区竟然将今年的“小目标”订到
了 20 亿元~30 亿元。为什么这两年
它增长得这么猛？底气是啥？

之·南阳篇①

河南第二家综合保税区在哪儿？
答案是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这是南
阳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根据河南省政府提出的要求，卧
龙综保区将建成中部地区崛起新的增
长极、河南省高端开放平台和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数
据显示，自 2016年底正式封关运行以
来，经过前两年的摸索，2019年综保区
进出口值快速增长，是2017、2018年两
年之和的2倍，达到8.49亿元。

一旦驶上了“快车道”，想慢下来
都难，2020年 1月~6月，这家综保区克
服国内外不利因素，进出口值逆市增
长至 10亿元，同比增长 2364.36%，超
过去年全年。

“这反映出我们的经济运行呈现
出强劲复苏态势。”7月 23日，在接受
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南阳卧龙综保
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相云信心满满地
说，今年综保区将力争完成进出口值
20亿元~30亿元。

这一二十亿元的进出口值增量，
大部分将由已经入驻综保区企业一般
贸易和跨境贸易贡献。而对于综保区
今年和未来的发展，张相云的信心源
于今年陆续落地、投产的三家企业。

其中一家，是今年5月中旬入驻综
保区的南阳华昌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据介绍，这家企业利用综保区的政策
优势，专业从事废弃动植物油脂资源
综合利用，是典型的循环经济和绿色
环保产业，该项目计划总投资6000万
元，建设日处理200吨废弃油脂生产线
一条。

“项目初步投产后，年底前预计实
现进出口额 2亿元。全面投产后将实
现年产值 5亿元，创汇 7000万美元。”
华昌油脂董事长杨书平说。

在综保区另一栋厂房内，飘安集团
医疗防护用品出口加工项目正在进行
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飘安集团总部
位于新乡长垣，隔着一条黄河便是郑州
新郑综保区，来南阳可谓舍近求远。

该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5
月，面对国内疫情防控的长期需要和
国际疫情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飘安
集团决定启动专门面向国际市场的防

护用品出口加工基地项目，“经过高效
的接触沟通，项目最终选择落户在南
阳卧龙综合保税区。”有关人士向河南
商报记者表示，飘安之所以落户南阳
卧龙综保区，一是由于郑州的容量饱
和，二是到处于发展中的南阳综保区
后，能得到更好的服务。

除了这两家已经落地、投产的企
业，在受访时，张相云还着重提到目前
正在对接的一个粮食深加工项目。

这个项目计划由南阳本地企业
与北大荒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在综保
区建设小麦加工生产线和谷朊粉深
加工项目，利用综保区的政策优势，
进口北大荒澳大利亚小麦种植基地
产出的小麦，在综保区进行深加工，
产品再出口国外。“根据测算，项目建
成后，综保区的年进出口总额约 1.9
亿美元，年纳税额约 1.4 亿元。”张相
云信心满满地说。

“这几个项目是综保区认真贯彻
落实‘六稳’‘六保’要求的具体举措，
下一步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做好服
务，让企业尽管投产达产，让企业享受
综保区政策红利，让综保区发挥作
用。”张相云说。

南阳综保区负责人定下目标，今年进出口值要翻倍

这三家企业的陆续落地，让他信心满满

这两年综保区快速增长的秘诀

是什么让这家综保区在去年迎来大
发展？又是什么让张相云这么有信心？

“这几年，综保区立足南阳光电、装备
制造等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链
招商，着力培育了新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新基建和特色食品深加工等优势产
业。”张相云说。

谈及快速发展的原因时，他说，近年
来，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聚焦项目建设、拓
展物流通道、放大特色优势，逐步找到了
适合综保区的道路，迈上了发展的快车
道。“未来一两年，综保区入驻企业会出现

爆发式增长。”张相云说。
显然一系列的调整，增强了人们对于

入驻综保区的信心和动力，也促成了2019
年的爆发式增长。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
年底，为推进卧龙综保区全面提质跨越发
展，南阳将卧龙综保区提升为南阳新的经
济功能区，并规划约 45平方公里网外配
套区域作为综保区配套产业发展用地。

可以预见，这一规划将进一步拓展综
保区的发展空间和辐射半径，同时也为南
阳融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循环，进而为
高质量建设大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当好“服务官”，倾情解难题，南阳这样搞服务

图为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的一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