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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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10时起至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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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鑫苑路26号25号楼5层38
号（不动产权证号：1101040323号）房产一套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
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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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1月27日10时起至2020年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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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平、王柯名
下的位于惠济区长柳路6号3号楼1单元6层604
号（不动产权证号：1301247813-1、1301247813-2）
的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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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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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电池壳
粒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已基本编制完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有关要求，现将建设项目有关信息公告如
下：

项目概况
名称：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电

池壳粒料项目
概况：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电

池壳粒料项目位于濮阳市产业集聚区黄河路东
段3566号天能集团现有厂区内，项目计划新增4
条拉丝造粒线及相关公辅设施，将拉丝造粒生产
线产能扩大到120t/d；主要工艺流程为：破碎→
拌料→热熔挤出→冷却→切粒；主要生产设备：
拉丝造粒机、破碎机等装置。

建设项目及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

建设单位：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

环评机构：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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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为 http://www.pygyyq.gov.cn/show.as
p?id=17138，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至天能集团
（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查阅。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公众意见征求的范围：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事项：对项目建设的意
见和建议、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影响减缓措施
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建设/运营中需要关注的问
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出的
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依法另行向
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为 http://www.pygyyq.gov.cn/show.asp?id=17
138。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如需索取相关补充信息、反馈对本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时，请通过邮寄、发送电子邮件的
形式给出意见，并尽可能提供自身联系方式，以
便意见采纳与否的及时反馈。

联系人：谢工
联系电话：0393-8630922
邮箱：727645247@qq.com
地址：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反馈意见起至时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年10月30日（共10个工作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

意见调查表下载网址：http://www.pygyyq.gov.cn/
show.asp?id=17138。

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天能集团（濮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电池壳粒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自2020年 11月 9日起 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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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市龙湖镇机场路北侧李垌村西侧富田兴
龙湾A-6号楼 1-3层 104（合同号：1500110
7561）房产一套进行公开变卖活动，本次变
卖统一竞价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 10 时
起至 2021 年 1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统一竞价开始 15 天前，一旦有竞
买人交纳保证金并与法院联系表示愿意出
价竞买，变卖竞价环节将于相关竞买人交
纳保证金后满 15 日提前启动，请有意向竞
买人进行订阅提醒，以便随时掌握竞拍信
息。在提前启动的竞价环节中变卖成交
的，统一竞价不再进行,详情请见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
法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案件
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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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2日

变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山木教育培训中
心，许可证号：教民141010470000911号，
经上级主管单位批准拟进行注销登记。请
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逾期不申
报的，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债权、债
务申报联系人：吕雪峰，联系电话137 6472
4988，地址：郑汴路39号康桥商务广场5楼
509至517，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山木教育培
训中心。

2020年10月23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0年11月11日10时起至2020年11
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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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南路77号帝湖花
园B区4号楼22层2208号房产一套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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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0月22日

拍卖公告

河南康辉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5596219918，法定代表人：尤
杰；郑州麒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045991411407，法定代表人：张俊
利；河南省旅美达汽车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3583891022，法定
代表人：张晓飞；河南康颐顺程旅游汽车客运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
9D1K7T，法定代表人：任伟杰；郑州文文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5
86027277A，法定代表人：范海臣；河南省龙帆
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6GG4G7F，法定代表人：马贵民；
河南洲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45776304455，法定代表人：张红
彬；河南万豪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LF5W8R，法定代
表人：张子悦；郑州豫之鑫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4943109XM，法
定代表人：张子悦；河南国立旅游汽车客运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5K
U99N，法定代表人：王国利；河南宏源客运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44
J793，法定代表人：李阳；河南昌盛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5948806
9XD，法定代表人：刘洪伟；河南凌云旅游汽车
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6UXPY07，法定代表人：王志云；河南运道旅
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6K4317T，法定代表人：陈海燕；
河南誉诚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MA463NL96N，法定代表人：
刘荫泼；河南康顺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17267854C，法定
代表人：徐创业；河南鸿程旅游汽车客运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52B
M51，法定代表人：余永伟；河南易程旅游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5
76345992B，法定代表人：张一飞；河南安格源
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3XD86W55，法定代表人：姚冬福；
河南文鑫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MA40X37C5D，法定代表人：王建
松；河南耀之兴汽车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0RXN167，法定代
表人：马耀杰；

为配合郑州市“两客一危”行业综合整治专
项行动，请上述客运企业在收到本询问通知书
之日起五日内携带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客
运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来我局接受询问调查。
联系电话：0371-66335258，本公告期限 60 日，
自2020年10月23日起至2020年12月28日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10月 23日

公告

根据郑州世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郑州
天德上品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签订的资产包转让
协议，现公告通知各债权人、担保人或其相关债务
承担主体、清算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州世
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以
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本公告所涉及主债务和担保债务的本金及产
生的利息计算至2007年3月20日，进行公诉并由
债权人垫付，但应由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义务人
承担的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等，以法院作出的相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本公告所涉及币种均为人民币，如有刊登差

错，应以实际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律判决或裁定
或其他法律文件的内容为准。

郑州世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郑州世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656号7号楼11

层1110号；邮编：450000
联系人：许芳芳；电话：18737105215

债权催收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0年11月9日10时起至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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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汴路60号1单元4层
403 号房产【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219149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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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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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10时起至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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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汴路60号1单元4层
410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201022964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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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0月22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市场出现新转机，国产奶粉的线上
电商销售数据势头向好。

相比今年 1月，9月份飞鹤在京东
销量已经实现了 81%的增量，君乐宝
增长了 75%，伊利增长了 57%，合生元
增长了 31%，超越了惠氏、爱他美、雅
培等外资品牌；10月中旬，京东奶粉热
销前 15 名中，6 款国产奶粉总销量占

了 40%以上。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河

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导致的
全球供应链和物流出现问题给国产奶
粉提供了突围的契机，但国产奶粉依
托本地奶源的优势叠加、良好的服务
体系和客户黏性，才是其迎来春天的
真正原因。

代购销量下滑“洋奶粉”不香了？
受疫情影响，海外代购销量同比下降三四成，国产奶粉走势上扬

商业
消费

海外疫情局势依旧紧张，进口奶粉来源国代购渠道收缩超预期，借助本
土奶源的优势，国产奶粉的走势似乎一路向好。

究竟选择“洋奶粉”还是国产奶粉？听听专业人士的说法。

河南商报见习记者 郝瑞铃 陈晟 文/图

刘女士家的宝贝 8个月大了，她一
直选购的都是国外买来的爱他美奶
粉，托旅居国外的同学帮忙代购。“今
年她回国了，家里囤的奶粉就要喝完
了，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代购，
网上的又不知道靠不靠谱。”刘女士
说。

“进口奶粉越来越不好买了。”最近
宝妈圈热议。

那些曾经活跃在朋友圈的洋奶粉
代购都去哪了呢？

张米亚是名有着五年海外代购经
验的某大洲奶粉代购。“我们有一个团
队，国外的负责采买，国内的负责接收
现货。但是今年代购特别不好做，销量
同比下降30%~40%。往常这个时候，奶
粉就开始大量囤货了，产地国货架基本
是空的，但是产地国奶业今年都在做促
销，昨天墨尔本的Costco货架上还是满
满的。”她说。

代购不好做，从企业公布的财报数
据上也能窥得一二。

10月 19日，法国达能集团公布第
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其中国奶粉业

务出现两位数下滑。
由于欧洲、大洋洲和中国香港持续

关闭口岸，达能中国跨境渠道的生命早
期营养业务（即婴幼儿奶粉）在第三季
度下滑 60%，这其中包括占到达能中国
婴幼儿营养业务40%的代购收入。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 A2牛奶公司
宣布下调2021财年的业绩预期，受疫情
影响，代购渠道销售的收缩情况超出了
之前的预期，9月份其代购渠道再次出
现了新的中断情况。

有海外媒体称，海外某国已有约
30%代购专卖店暂时或永久性关闭。

海外疫情局势依旧紧张，进口奶粉
来源国处在水深火热中。反观国内，河
南商报记者探访郑州张书奶粉专营连
锁店时，销售人员表示，去年同期进口
奶粉深受欢迎，有 60%的顾客进店咨询
国外品牌，国产品牌则销量一般。而疫
情发生之后，到店咨询飞鹤、贝恩美等
国产品牌奶粉的宝妈明显增多了。

曾经一度被进口奶粉主导的中国
奶粉市场似乎迎来了被改写命运的契
机。

代购们的“滑铁卢”

究竟该选择“洋奶粉”还是国产奶
粉？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
科主治医师李欣表示，自己家孩子之前
喝的就是国产奶粉，很多宝妈选择国外
品牌，大都是基于食品安全问题考虑，
而往往忽视了营养价值。中国人跟外
国人饮食习惯不一样，膳食结构和基因
结构决定了体质也有差异，不管是国产
奶粉还是“洋奶粉”，要根据孩子的年纪
和体质具体分析。

“一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频繁换奶
粉，持续选择一个稳定的品牌会更好一
些。”李欣说，儿科门诊胃肠道疾病发病
率最高的就是一岁以内的宝宝，体质好
的孩子可交替喝不同品牌的奶粉，至于
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没太大差别。

“国产奶粉近几年品质不断提升，
还是很可靠的。”李欣建议，如果要通过
代购渠道购买国外奶粉，宝妈们一定要
注意辨别产品真假。

国产奶粉销售上扬

“洋奶粉”or国产奶粉 适合宝宝的才是好奶粉

选择“洋奶粉”还是国产奶粉，让不少宝妈很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