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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4号）的相关要求，现将《汝阳农发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汝阳县土地复垦+北汝河综合治理三期工程
项目（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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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1）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AItL2UT62g1iQECYGc5t4Q，提取码：c9ci。（2）如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汝阳农发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查阅。建设单位地址：汝阳县涧河东路 226
号。联系电话：15538597721，吕工，邮箱：ryxntgs@
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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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n.baidu.
com/s/1AItL2UT62g1iQECYGc5t4Q，提取码：c9ci。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
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以
电话、信函或面谈等形式提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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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日~2020年12月
31日。

汝阳农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汝阳县土地
复垦+北汝河综合治理三期工程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月15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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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号 4 号楼 3 层 05 号（不动产权证号：
0901030025）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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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为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广告资源价值，河
南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对所属连霍高
速及部分高速互通区广告资源进行招商，欢
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良好商业信誉及健
全的财务制度的企业参与，详细招商信息请
到招商人处咨询。

地址：郑州市中原路93号712室
联系人：王女士
咨询电话：0371--67165666

2020年12月30日

招商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55001366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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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执行人姚某某所有的一批珠宝首饰及
书画（共计12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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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二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安知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9G3Y8R
9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0 万元，请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月14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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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淀路127号院2号楼25层2501号、2503号（不动
产权证号：1301046776、1301046778）进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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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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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4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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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淀路127号院2号楼25层2504号、2505号（不动
产权证号：1301046779、1301046780）进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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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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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月 14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1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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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郑州市金水区郑淀路 127 号院 2 号楼 25 层
2507 号（不动产权证号 1301046782）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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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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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月 14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1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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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郑州市金水区郑沐路 127 号院 2 号楼 18 层
1807 号（不动产权证号：1301046783）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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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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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7日 10时起至 2021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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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A4ZQ99 奔驰牌汽车进行公开第二次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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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9日

拍卖公告

除了西流湖公园，在贾鲁河综合治
理工程中，还有一座明伦岛令人期待。

如今，明伦岛已初具规模，预计
2021年 5月 1日前，市民就能来这里愉
快地玩耍了。

明伦岛上，有按照5A级标准打造的
公园，还有“网红瀑布”、儿童乐园……
吃、住、行、游、购、娱等设施一应俱全。

明伦岛占地面积约为 45.5亩，共分
为A、B、C三个区。

其中，A区是商业街，建筑面积约为
0.58万平方米；B区为贾鲁小镇，将被打
造成民俗文化街，建筑面积约为 0.46万
平方米；C区为会议中心，建筑面积约为
0.46万平方米。

目前，明伦岛上的建筑主体都已完
工，目前只剩下内部装修。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这么
美的地方，市民怎么去游玩呢？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标段负责人
王红领介绍，建成后，景区将会有多个进
出口，北口在陇海路与丹水大道交叉口
附近，南口在南四环与贾鲁河交叉口附
近。此外，未来，郑州淮河路也会直接修
到景区入口处。

由于疫情等原因，贾鲁河综合治理
工程一标段预计在 2021年 5月 1日前完
工，届时，随着一标段的完工，也标志着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的全部完工。

贾鲁河明伦岛怎么玩 直播间见
贾鲁河明伦岛已初具规模，预计明年5月1日前开放
上午11点，来商报直播间，带你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中的“明星”

一条贾鲁河，半部郑州史。
说起贾鲁河，郑州人应该都不陌生，这条河

是郑州的“母亲河”，索须河、魏河、七里河、金
水河、熊耳河、东风渠都是它的支流。

2016年10月，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几年过去，贾鲁河“颜值”有了很
大的提升，以往那个大家口中的“臭水沟”变成了“桃花源”。

在2020年底，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中的“明星”依次揭开神秘面纱。准备好了
吗？让我们一起开启贾鲁河亮点探访的惊喜之旅吧！

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马
松昭 王永安）12月27日，在鲁山县背孜
乡盐店村北部的山坡上，金阳光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顺超带着村民在
核桃园里剪枝。

今年 41岁的王顺超，是鲁山县瓦屋
镇白土窑村人。2010年，在外务工的王
顺超返乡创业，经人介绍，在背孜乡盐店
村承包了 1000亩荒山，种上了薄皮核桃
和早熟苹果。

修路、引水、架电、整修梯田，盐店村
很多村民都知道王顺超为开发荒山没少
吃苦头。日子过得拮据的时候，王顺超连
为孩子报个辅导班的闲钱都拿不出来。

2013 年，王顺超牵头成立了合作
社，开始在林间养鸡，种植连翘、丹参等
中药材。随着苦尽甘来，王顺超承包的

荒山已有 400 亩核桃和苹果进入盛果
期，大忙时节安排四五十人务工。2019
年，他的综合收入达到 50余万元，合作
社被评定为鲁山县带贫经营主体。

今年，王顺超通过与相关企业合作，
上马了一个核桃油加工项目，又创造出
10余个就业岗位。王顺超算了一笔账，
盛果期每亩核桃能产 500斤，通过把核
桃加工成核桃油，他的合作社综合收益
可达一千万元，比单一卖鲜果的效益翻
三番。

王顺超生产的核桃油还被定为“一
乡一品”特色主导产品，当地政府从水
电建设项目上对合作社进行扶持。得
知好消息的王顺超犹如鼓足风的帆、拉
满弦的弓，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干得更
提劲了。

返乡创业 他把小核桃做成致富大文章
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马

松昭 张馨丹）12月 28日，在鲁山县背孜
乡石板河村，一阵阵笑声从温室大棚里
传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香菇。

石板河村全村有 540户 2011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82户 260人，如今已
全部脱贫。该村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去年 11月，村两委积极申报香菇大棚村
集体经济项目 60座，建成香菇大棚种植
基地。该村把香菇大棚优先租赁给有发
展意愿的贫困群众，由村合作社统一提
供菌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上市销售，
贫困户租赁大棚、购买菌棒等费用在取
得收益后统一支付，不承担任何风险。
同时按袋计算，每袋香菇抽出0.5元作为
村集体经济收入。

今年 6月，第一期投资建设的 30座

大棚已投入使用，种植香菇 14万袋，总
产值 112万元。承包大棚种植的家庭，
每袋还可以得到政府补贴 0.5元。石板
河村文书邵新志介绍，隔河相望，对岸的
第二期 30座新建食用菌大棚正在施工，
建成后将增加种植香菇 14万袋，配套的
水利工程、冷库等一应俱全；该项目明年
投入使用后，村集体经济年收入预计可
达到10万元以上，预计带动15户贫困户
种植袋料香菇 25万袋，可创收 70万元，
并可带动 110名其他贫困劳动力就近务
工，年收入可增收20万元。

“小小香菇成了群众致富的保护
‘伞’，种植户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香菇
基地建设，不仅圆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的梦，而且为逐步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
重要保障。”背孜乡党委书记汪耀恒说。

小香菇撑起村民“致富伞”

2020年底，改造升级中的西流湖公
园迎来关键阶段。

相比之前的西流湖公园，改造完成
后的水域面积将扩大，水域清淤扩大近
300亩，从化工路一直延伸到中原西路，
南北跨度 5.6公里，形成“一湖、二区、三
园、五岛、十二景”的城市中央公园带。

目前，西流湖公园建成区域的景观
可圈可点。

据介绍，除晴云阁、生态中心两个规
模较大的单体建筑外，其余建筑有望在
年底前基本完工。

从 2018年开始至今，西流湖公园改
造升级已有两年多时间，游客从春盼到
冬，仍未迎来公园的全面开放。

目前，为了满足游客到公园游玩的
迫切需要，公园边建设边开放，中原路以

北、化工路以南，湖区两岸都有可供市民
游乐健身的场所。

大家的急迫，被西流湖公园工作人
员曹臻看在眼里，其实，她自己心里更
急。但作为一名园林工作者，她深知其
中的波折和不易。

2018年4月，公园开始湖底清淤和建
设，改造黑臭水底；2019年，公园开始进行
园林市政景观绿化；2020年开始进行建筑
建设，但赶上了疫情，耽误了工期……

这期间，还遇到数次大气管控而短
暂停止施工。同时，涉及铁路两侧施工、
涉及电力设施施工等都对工程进度产生
一定影响。

不知情的人好奇，施工怎么停停走
走？而施工人员都明白，工程在“见缝插
针”中努力推进。

西流湖公园

南北跨度达5.6公里 施工在“见缝插针”中努力推进

明伦岛

逛商业街、赏民俗文化……明伦岛“剧透”来啦

上午11点，扫码进商
报直播间，贾鲁河综合治
理工程中的“明星”抢先看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郑州市西流湖公园“白鹭洲”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