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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1年 2月 18日 10时起至 2021年 2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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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康路36号-1层 201
号（不动产权证号：1601086773）、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东太康路 36号 4层 009 号（不动产权证号：
1601268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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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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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2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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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
元广场 1层 B区 8号（郑房权证字第 090104
5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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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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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2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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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
元广场 1层 B区 7号（郑房权证字第 090104
5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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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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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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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伟华名下的位于
管城回族区陇海东路301号4号楼东2单元6-7层
西户（不动产权证号：0701072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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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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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10时起至202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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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阳名下的位于
郑东新区天泽街9号8号楼独单元3-4层3号（不动
产权证号：0901089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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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1日

拍卖公告

一、周口汇东园区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决
议表决通过了公司分立的决定。分立方式为新设分
立。

二、周口汇东园区发展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金
为500万元，分立后，分别为周口市华豫博雅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66.7万元，周口盛丰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66.65万元，河南秦玻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66.65万元。

三、分立前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三个公司按
比例承担，并承担连带偿还义务。

周口汇东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分立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2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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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号14层1412号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501155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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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1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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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O-n8fjo19IuEkVXn

aHLiA，提取码：0c36。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嵩县安康养殖

场。
建设单位地址：洛阳市嵩县旧县镇上川村嵩县

安康养殖场
联系人：闫先生，联系电话：13525995079
电子邮箱：ankangyangz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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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O

-n8fjo19IuEkVXnaHLiA，提取码：0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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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1月19日。

嵩县安康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将自2021年 1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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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新
郑市烟厂大街北侧、郑风苑景区以东滨河帝
城 38 号楼 2 单元 509【不动产权证号：豫
（2017）新郑市不动产权第0006316号】房产
一套进行公开变卖活动，本次变卖统一竞价
时间为2021年1月28日10时起至2021年3
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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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1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2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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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路59号107国道西沙
门路南5号楼西4单元5层西户（不动产权证
号：1601013312）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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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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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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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22号27号楼3-5
层302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098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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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1日

拍卖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
现对泌阳县泌阳河干流河道梁湾橡胶坝—S234省
道桥段采砂规划（2021～202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
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详及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详见天中网（http://www.tianzhong.
net），可通过电话、邮件联系专项规划编制机关或环
境影响评价机构查阅纸质报告书。（二）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为受影响以及关注该规划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以通过电话、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专项规划编制机关、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反映。（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
起10个工作日。

泌阳县泌阳河干流河道梁湾橡胶坝—S234省道桥段
采砂规划（2021～2022）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
现对泌阳县泌阳河干流河道S335省道桥—县界段
采砂规划（2021～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详及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详见天中网（http://www.tianzhong.net），
可通过电话、邮件联系专项规划编制机关或环境影
响评价机构查阅纸质报告书。（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为受影响以及关注该规划的单位和个人。（三）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专项规划编制机关、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反映。（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10
个工作日。

泌阳县泌阳河干流河道S335省道桥—县界段采砂
规划（2021～2023）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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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已过
去，这一年，留下了
许多难忘的回忆。
这一年，全民一心抗

击疫情，又重整旗鼓复工复产；这
一年，体彩公益持续发力，在多个
公益领域为民众创造幸福感，汇聚
公益力量建设“幸福中国”。

在辞旧迎新之际，《相约体彩》
特别节目“幸福中国 光芒汇聚”温
暖上线，于1月12日打造一场幸
福园游会追溯时光，通过盘点
2020年体彩公益历程，回顾幸福
时刻，开启公益新篇章。

《相约体彩》邀您开启幸福园游会
今晚7：55中国体彩网、竞彩网等多平台播出

携手特邀嘉宾
共同见证幸福中国

本期《相约体彩》特别节目以“幸福中
国 光芒汇聚”为主题，邀请体彩吉祥物设
计师代表陈东森、体彩支教教师张然、体
彩专管员程显涛和《北京日报》记者谢永
利这四位2020年体彩公益事业的参与者
作为特别嘉宾，共同见证体彩在2020年
助力建设幸福中国的公益足迹。

四位嘉宾将借助《相约体彩》特别节
目平台讲述过去一年里，在践行体彩公益
过程中发生的精彩故事、分享自己对体彩
公益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现身说法让观众

切实感知体彩公益精神。

重温经典项目
品牌公益光芒汇聚

本期《相约体彩》特别节目在邀请嘉
宾到场亲述经历的同时，还将重温体彩
2020年的公益活动。通过收看节目，观众
将在主持人与嘉宾引领下以园游会的形
式一起回顾体彩公益活动的幸福瞬间，见
证公益体彩在过去一年中为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园游会四个体验站将依次通过回顾
中国体育彩票吉祥物乐小星诞生，看体彩
品牌全面焕新；通过品尝《温暖有光放映
队》收官站的特色农副产品，看体彩惠及
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参与健身互动游戏，
看体彩点亮健康中国；通过开启许愿瓶中
的公益梦想，看体彩微光海洋平台传递爱
心。

除体验站四个公益活动外，2020年
体彩举办的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既弘
扬了国粹中国象棋，又丰富了民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公筷和光盘行动既守护了

“舌尖上的安全”，也杜绝了“舌尖上的
浪费”……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在践行公益
的路上，体彩从未缺席；“幸福中国 光芒
汇聚”，在提升全民幸福感的征程中，体彩
始终同行。本期《相约体彩》特别节目将
于1月12日19:55在中国体彩网、竞彩网、
人民网、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优酷网、
中国体育彩票APP、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
程序、PP体育客户端等平台播出，2020体
彩公益之光惠及各领域的公益历程，邀您
共同见证！G（姜玲）

成为省级经开区后，区域发展将有哪些利好？
据了解，省级经开区在体制机制方面比较灵

活。另外，经开区财政自主，方便制定符合自身发
展的一些政策；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产业布局方
面，也会优先往经开区倾斜、提前布局，这种影响将

是多方面的。
此外，河南商报记者还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根

据功能定位，省级经开区被重点打造成为对外开
放平台，将突出开放型经济指标等考核，推动对外
开放和合作交流，营商环境也更加优化。

河南新增16个省级经开区
郑州市新增的3个经开区分别为二七经开区、管城经开区和新郑经开区

近日，省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设立河南省二七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16个省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通知》（简
称“《通知》”），正式增设16
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
称“经开区”）。

1月 11 日，河南商报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该
举措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
建设我省开放平台的高度
重视，有利于加快推进我省
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
推我省从开放大省向开放
强省转变。

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韩
笑）1月 7日 15时，汝州市供电公司城区
低压供电所接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电
话：10千伏丹 8板（丹阳路）跳闸，部分居
民家中停电。

接到电话后，汝州市供电公司城区
供电所员工立即行动，赶往事故发生地
段进行检查。经过检查，他们确认是因
异物掉落在专业户街西台区，击断 10千
伏下线，造成台区高压线跳闸。此时正

值负荷高峰，故障点在汝州市区中部供
电主干线路10千伏丹阳线上。为了缩小
停电范围，该公司调度值班员果断下令，
隔离专业户街西台区，先恢复 10千伏丹
阳线全段供电，保证线路在不停电的情
况下进行抢修。该公司城区供电所员工
向用电客户说明停电原因后，立即开始
抢修，2个小时后，抢修完成，恢复供电。

据悉，进入冬季以来，汝州市供电公
司安排所有供电所开展线路体检，提前

对可能出现过载的线路、主变、配变进行
排查整改，加强对重载、满载配变及配电
线路负荷监测、红外测温工作，提高供电

可靠性。同时，开展迎峰度冬保电应急
演练，提高应急队伍临时作战能力，周密
制定保电预案，第一时间响应客户需求。

汝州市供电公司：紧急抢修保供电

我省增设16个省级经开区，看看都有哪些

据了解，16个省级经开区包括：二七经开区、
辉县经开区、兰考经开区、济源经开区、汝州经开
区、舞钢经开区、新安经开区、温县经开区、博爱经
开区、焦作经开区、新郑经开区、商水经开区、舞阳
经开区、管城经开区、修武经开区、信阳经开区。

上述经开区，实施范围具体是哪儿？
这 16个省级经开区，主要依托省定产业集聚

区进行设立。其中，二七经开区位于郑州马寨产
业集聚区内，管城经开区位于郑州金岱产业集聚
区内，新郑经开区位于新郑新港产业集聚区内，具
体的实施范围，由省商务厅会同自然资源厅核定。

来自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我省此前有 20个
省级经开区，此次增设16个后，省级经开区数量达

到 36个，再加上 9个国家级经开区，我省经开区数
量达到45个。

但从全国范围看，我省经开区数量还比较少。
省商务厅相关人员告诉河南商报记者，经开

区是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招商引资的主
阵地，国家层面要求经开区在稳外贸、稳外资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此次增设 16个省级经开区，凸显
了省委省政府对加强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高度重
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
展，助推我省从开放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

此次增设 16个省级经开区，将覆盖我省 18个
省辖市（示范区）和近1/3县（市），布局也将更加优
化，均衡发展。

此前，郑州市有 1个省级经
开区（河南惠济经济技术开发
区），1个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次，郑
州市的省级经开区由1个增加到
4个，很多人振奋之余也好奇：成
为省级经开区，有哪些门槛？

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设立
省级经开区须满足一定条件。
其中包括一些硬性指标，比如
二、三产业近两年增加值均达
到 40 亿元；年税收达到 2.5 亿
元 ；近 两 年 累 计 进 出 口 达 到
3000 万美元；累计吸收外资达
2.5 亿美元或省外资金 100 亿
元；主导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
达到 70%等。

据介绍，省级经开区根据体
量和发展水平等，有望发展成国
家级经开区。

体制机制更灵活，突出开放型经济指标等考核

迈入省级经开区
有哪些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