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郑州地
区批发业态资
讯，更多商户心
声，扫码关注郑
州批发市场吧

河南商报记者 王访贤

近日，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尽管这两年铁观音品质在逐渐回归，在全国市
场的销量也有所回升，但在河南茶叶市场，铁观音新茶销量却不乐观，多家茶叶
商户反映仅“尝新”，销售惨淡。

铁观音在郑州乃至河南茶叶市场何时能够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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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
市场第九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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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卫华智能起重
装备产业园（三期）项目位于长垣市蒲西区山海大道
南侧、蒲西一路西侧，主要建设备料、焊接、机加工、
涂装、装配等专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智能设备组成
各车间生产线、生产单元等。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请登
录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368824-1
-1.html查询下载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
及公众意见表，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对项目的意见
建议。

卫华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园（三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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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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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 238 号
院 9 号楼 24 层 095 号进行第一次公开
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
年12月27日10时起至2020年12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金水区
文化路126号北辰公寓A座22层2213号（不
动产权证号：1301070210）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关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十一月二十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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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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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密市城区西大街
北侧（水上乐园-国际广场 B1）-1-2 层房
屋、（水上乐园-国际广场B2）1-2 层 3号商
铺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

年12月25日10时至2020年12月26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被执行人茹
保林名下位于金水区宋砦小区3号院22号楼
东3单元42号【不动产权证号：豫（2019）郑州
市不动产权第0224722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十一月十二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10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位于
郑州市惠济区长柳路6号4号楼3层306号
（产权证号：1601170590）的房产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10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位于
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300号3号楼2单
元23层2303号（产权证号：1601201018）
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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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原郑州市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3MA9F4W4P6Y；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号：410000000763；法定代表人：刘大英，身份
证号：410103195706021924；注册地址：淮南街。现
申请：企业名称由郑州市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
校变更为郑州市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由刘大英变更为杨凡，身份证号：
412702196805073167；以上所有信息变更前、后所
有债权债务由新法人杨凡及郑州市顺风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全责。

声 明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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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中牟县翠鸣园北滨河
路东侧水岸鑫城 7 号楼 1 单元-203 号
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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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阳光大道 39 号基
正•唐宁 1号 G6 号楼 1单元 3002 号房
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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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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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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工 牌 挖 掘 机（型 号 ：LG6235H，机 号 ：
9126235HMBB-0122169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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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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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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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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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二七区政通路 66 号院 5 号楼 1 单元 29
层 2916（不动产权证号：1401038431号）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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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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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0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30日上午
10时整在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金城宾馆2楼会议
室公开拍卖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牡丹大道236号1
幢103商业用房一套，建筑面积121.41平方米。
有意者请于拍卖日前交纳保证金5万元（不成交
全额无息退还）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详情请咨询我公司。

展示时间：公告日—11月28日；展示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公司电话：63217009、134 6107
8013；监督电话：62325608

河南德宝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拟对拥有的内黄县意隆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对外公开处置，该笔债权总额72,853,110.68元，其中本金 59,339,741.06元，
利息13,513,369.62元（计息暂计算至2020年11月20日）。主债务人内黄县意隆纺织有限公司以其机器设备及其名下位于内黄县东
环路东侧102137.9㎡工业土地及19570.61㎡厂房提供抵质押担保；另有自然人提供保证担保。上述主债权、抵押权已获得法院确认。

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等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上述债权在公告有效期内受理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371-65510257
通讯地址：郑州市红专路82号
邮政编码：450008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72916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爱喝铁观音的人都去哪儿了
河南铁观音秋茶销量不佳，有商户每天出货量从200斤变成二三十斤
近年来铁观音的制作工艺回归传统，茶叶市场也在期待铁观音的“回春”

虽然今年新茶铁观音销量不济，
但是在走访中，河南商报记者也听到
了一些好消息。

来自福建安溪的茶叶商户王忠贵
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这两年铁观音的
品质在逐渐回归。王忠贵将今年回安
溪老家收来的新茶拿给“铁粉”品尝，
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这几年，当地政府严格管控铁观
音的品质，鼓励茶农、茶商回归铁观音
传统制作工艺；严厉打击为了节省工
时、人工的机器制茶方式。

汇美茶城商户陈育期是为数不多
的还挂着铁观音门头的商户。他在福
建有自己的茶山，可今年他并没有采
摘新茶，而是封山休耕，为的是从源头
保证茶的质量。

陈育期认为，传统铁观音的回归，

不光是制作工艺回归传统，还应当在
土壤、树种等方面都延续老法，才算是
本质的回归。另外，铁观音在河南市
场的回春之路，还需要加强引导，要引
导消费者“用嘴喝茶”，改变“用眼喝
茶”“用耳喝茶”的方式。

河南的茶叶市场是一个非常包容
的市场，能够容纳全国各地的茶叶进
来。陈育期认为，品质回归后的铁观
音，在河南百花齐放的茶叶市场里，还
会有人来赏。

铁观音，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但现
在郑州茶叶市场，还采购铁观音的商
户已经寥寥无几，甚至有人对其嗤之
以鼻，为什么呢？

一位行业人士介绍，这是前些年
茶叶市场的一些乱象所致。

21世纪开始，铁观音在茶叶市场
上声名大噪，很快成为几大茶品种中
最受欢迎者。随着铁观音在全国的销
量急剧上升，同一片茶园一年生产两
三次变为五六次。采摘次数多了，肥
料多了，铁观音逐步变得没味道；香精
上来了，耐泡度下去了，原来七八泡有
余香，后来变成三四泡就全无味道。
此外，铁观音的价格也逐年上升。部
分茶商还利用当地的茶王赛恶意炒
作，以次充优、以假乱真，坑害了许多

消费者的利益。
2011年，经有关部门检测，某茶厂

铁观音稀土实测值是标准的3倍多。农
民盲目地追求铁观音的产量，导致了过
度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最终因为抽
检而曝光。这次农药事件让更多茶人
在高茶价、低质量的铁观音前却步。

由于安溪铁观音茶受到市场热捧，
安溪县周边地区竞相模仿。没有正宗
产地的种植，口感大打折扣，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铁观音的品质和品牌形象。

在铁观音市场行情大好时，电商
平台上一些茶商疯狂打出低价牌诱导
消费者，但其实那些都是最低级的茶
叶，口感非常差。电商之难让铁观音
被贴上了“劣质”标签，给深陷农残阴
影中的铁观音市场带来致命一击。

种种乱象导致铁观音采购、销售惨淡

制作工艺回归传统，铁观音的品质也在回春

铁观音素以“春水秋香”著称。铁观
音秋茶在做青过程中，氧化还原生成的芳
香物质比春茶多，所以天时注定了铁观音
秋茶较春茶韵味足。

每年寒露节气前后，是铁观音秋茶采
摘上市的季节。今年铁观音秋茶上市已
经一个多月，可在郑州多家茶叶市场，销
售惨淡。

“今年新茶上市，单日销量不及鼎盛
时期的十分之一。”汇美茶城商户苏阿妹
介绍，今年 10月上旬，店里上新了一批铁
观音，但表现不佳，多的时候一天也就出
二三十斤货，老客户和“铁粉”赶着新茶上
市买一些尝新的居多。

“2010年前后，鼎盛时期的铁观音赶
到新茶上市，店里每天能出 200斤货，十
来个人打包出货都忙不过来。”苏阿妹称，
今年铁观音新茶上市平均单日销量只有
十几斤，可如果与前年、去年相比，却是有
所增加。

今年铁观音秋茶销售惨淡得到了商
户和市场方的确认，河南商报记者在汇美
茶城了解到，市场 500多家商户，铁观音
秋茶上市，采购新茶的商户只有十几家。
在走访唐人街茶城时，还遇到有商户对铁
观音销量的话题避而不谈的情况，因为对
于一家茶叶批发商而言，通常“尝新”被视
为没有销量。

秋茶铁观音销售惨淡，多家商户反映仅“尝新”并“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