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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由商丘富力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提出，

商丘富力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主席召
集，定于2020年 12月 6日上午9时在商丘
市神火大道与珠江路交叉口联合大厦18楼
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会议室召开商丘富力置
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第五次债权人会
议。届时管理人将对重整计划调整等事项作
重要工作汇报，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商丘富力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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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25日 10时起至2020年 12
月 2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
中原区颍河路27号楼5层10号进行第一
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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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日 10时起至2020年 12月 4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11号10号楼2单元5层21
号（不动产权证号：0801053670；0802004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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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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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威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嵩县八道沟萤石矿8万吨/年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洛阳威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委托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洛阳威岩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嵩县八道沟萤石矿8万吨/年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有关规定，现将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询方式
1.嵩县八道沟萤石矿征求意见公开稿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4uyecMlwZ-YiFeQhPoATg，提取码：0000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相关单位和个人可到项目建设单位洛阳威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查询，地

址：洛阳市嵩县纸房乡萤石矿项目部。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纸房乡的朱王岭村、何家岭村的村民及可

能受本项目实施影响的相关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在本工程有关信息公开后，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公众采纳
与否的说明。

联系人：孟磊，联系电话：18211931253
联系地址：洛阳市嵩县纸房乡八道沟
电子邮箱：404343749@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Gg5H5TCN8s2PCK5yKMyiQ，提取码：000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征询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洛阳威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郑州和昌塑业有限公司委托郑州泽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郑州和昌塑业
有限公司年生产覆膜编织袋一亿条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目前已完成《郑州
和昌塑业有限公司年生产覆膜编织袋一亿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中的相关
规定，我单位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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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viKa3jWnLElYHJvIX653Q
提取码：xyvs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地址：郑州市登封市卢店镇产业集聚区创新创业园13号楼
查阅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0371-62820777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
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

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我单位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564351924@qq.com
信函邮寄地址：郑州市登封市卢店镇产业集聚区创新创业园13号楼
邮政编码：452470，联系人：李工0371-6282077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郑州和昌塑业有限公司
2020 年11 月19日

郑州和昌塑业有限公司年生产覆膜编织袋一亿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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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顶峰牧业有限公司年存栏
1200头母猪、年出栏2.5万头育
肥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众朋友好：

信阳顶峰牧业有限公司年存栏1200头母
猪、年出栏2.5万头育肥猪养殖项目位于信阳
市平桥区肖店乡齐营村小杨庄，新建年出栏商
品猪2.5万头，建设猪舍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网
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iMso7OX
mU_wt-bDOBAavQ，提取码：wvdi，纸质报告
书可联系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查阅。

征求意见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
内的居民、机关及工业企业等。

为了让大家及时了解对周围环境及生活
可能产生的影响，倾听你们意见，请在10个工
作日内与我们联系。

建设单位：信阳顶峰牧业有限公司，王总：
15517609666

评价单位：河北远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程工：13222739934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27日上午10时在安阳市铁西路122号
军转站院内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中原银行安阳分行拥有的以下债
权：1.滑县中骄温尔顿酒店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0年 10月30日本金余额
2682.68万元，欠息1451.31万元；2.安阳市洪泰祥商贸有限公司债权，截至
2020年10月30日本金余额850万元，欠息304.26万元；3.于学军债权，截至
2020年11月1日本金余额251.72万元，欠息73.27万元；4.杨玉勋债权，截至
2020年11月4日本金余额249.05万元，欠息49.6万元；5.王玉芹债权，截至
2020年9月18日本金余额26.6万元，利息及罚息合计21.03万元。详情请咨
询我公司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瑞德拍卖。

有意竞买者（符合债权转让要求的竞买人方可参与），请于拍卖日前携带
有效证件及规定数额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
者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联系电话：0372-3156503、13598109795
展示地点：指定地点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
公司地址：安阳市铁西路122号军转站院内

河南省瑞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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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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7日 10时起至2020年 1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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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33号 13号楼5层7号【产
权证号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0251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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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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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起，郑州开展“厕所革命”，也就是从那时起，郑州公厕环境
发生了质的变化。

今年，郑州十大民生实事提出，市区要新建、改造公厕全部达到二类
以上标准。如今，郑州的公厕建设、改造进行得咋样了？适逢“世界厕所
日”，河南商报记者带来最新探访。

郑州市区公厕均达二类以上标准
目前郑州市区的2523座公厕均为二类以上公厕，设计有无障碍通道、儿童小便器、面镜等
明年郑州将再添约500座24小时开放公厕，一类公厕都将配备厕纸

今年 5 月，郑州市公布了 2020 年民
生实事，今年郑州市区要新建、改造公厕
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标准，新增一类公厕
252座、二类公厕126座。

11月18日，河南商报记者从郑州市
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处了解到，目前，这
项民生实事已经圆满完成。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郑州市区已有

公厕2523座，其中一类公厕1009座，二类
公厕1514座，每平方公里至少有5座公厕。

相比于三类公厕，二类公厕的洗手
间与大便、小便间要隔开，无障碍通道、
儿童小便器、面镜等都要配备。对于一
类公厕，还要求设置第三卫生间，配备烘
手机，男女厕位比（含小便厕位）从二类
的2 ∶3提高到1 ∶2。

最新进展
郑州市区公厕均已达二类以上标准，每平方公里至少有5座公厕

疑问：部分公厕蹲位太少、规划建设不

合理

回应：公厕建设难度大，明年将继续
改造、新增

在郑州市熊耳河路与黄河南路交叉
口附近一公园内的公厕，占地面积二三
十平方米，厕所没有分男女，有三间屋子
是洗手间，其中一间为无障碍卫生间，让
不少人吐槽的是，这里的公厕每个卫生
间只有一个蹲位。

对此，郑州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人流量大的地
方，公厕数量或者蹲位不够，有些还会出
现排队现象。

“公厕大家都需要，但在建设时难度
却相当大。”该负责人说，比如在建设时，
因嫌弃公厕离自家太近而打电话投诉的
市民也不在少数，一些工程也因此处于
停建状态。

该负责人说，公厕建设也在逐步推
进中，如高新区、金水区等公厕密度相对
不太大的区域，明年还将克服困难，继续
改造、新增公厕。

疑问：郑州不少公厕有时间限制，有
些晚上10点后就不能去了

回应：郑州已有 500 多座公厕 24 小
时开放，未来中心城区公厕将逐步实现
24小时开放

这几年，郑州的夜经济火了起来，

加上出租车司机、下夜班市民，夜晚的
如厕需求逐渐增大。但河南商报记者
在探访中却发现，郑州大多数公厕都
有开放时间限制。

在郑州市开元路上，几家公厕都
在门口挂上了牌子，写着开放时间
为 6:00~22:00，郑东新区部分公厕开
放时间为夏季 6:00~24:00、冬季 6:00~
22:00。

上述负责人说，自从郑州市开展“厕
所革命”以来，要求中心城区的公厕逐步
实现24小时开放。

据统计，4 年前，郑州市区还没有
24小时开放的公厕；2019年，郑州市区
有 24 小时开放的公厕 180 余座；今年
已经超 500 座；2021 年，将继续增加约
500座。

疑问：标识牌太少不好找、公厕没厕
纸……这些事咋解决？

回应：“郑州公厕地图”微信小程序
已上线，明年所有一类公厕都会配厕纸

2019年 5月，郑州市城管局上线了
“郑州公厕地图”微信小程序，附近公厕
位置、公厕种类、功能都显示。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郑州市区的
所有公厕都已纳入“郑州公厕地图”微信
小程序。

此外，今年，郑州市区配备厕纸的公
厕已有 375座，明年，郑州市所有的一类
公厕都将配备厕纸。

问题

有诺氟沙星、红花油、纸尿裤等便民
服务箱；有智能显示屏，上面公布着厕
所的臭味、用水量等数据；有热水器、烘
手器、自动感应洗手液机……位于郑东
新区龙湖内环的这间公共厕所，从诞生
起，就有着“五星级公厕”“智慧公厕”等
各种美名。

11 月 18 日，河南商报记者探访该

公厕，只见其外形简约大气，内部明亮
整洁，灰白相间的瓷砖给人一种“高大
上”的感觉。厕所内的每个隔间门上
还亮着灯，有人时，灯会由绿色变为红
色。

而厕所隔壁，有一个采光通透、环
境优美的书舍，里面有咖啡机、免费充
电器等设施。

样本
郑州有个“五星级”厕所，还与书舍组起了CP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孙科 记者 崔文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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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有个“五星级”厕所（右侧），和书舍组起了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