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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讯“600分可以到文博登记吗？”“京
广实验（四中分校）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自中考
成绩揭晓以后，不少家长打来电话咨询郑州市各
民办高中的登记分数。

为了向家长和考生提供最新的招考咨讯，考
学君整理出了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郑州市明新

中学、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郑州四中分校）等在
内的26所郑州民办高中的登记分数。

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部分信源来自家长分
享，具体情况以各学校发布为准。同时，家长可根
据考学君整理出的学校地址或电话，到校或致电
咨询。

获取更多招考资讯，
扫码关注“家有考生”

河南商报记者 郭丁然

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
滑县长鑫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等49家企业：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滑县长鑫金属贸易有限公
司等49家企业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
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案，已
经本局调查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
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现以公告送达的方式，
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告知你单位（详见滑县市场监管局一楼大厅公告
栏）。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附件：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拟吊销企

业名单
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7月14日
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拟吊销企业名单
1.滑县长鑫金属贸易有限公司、2.河南奥博锐

通商贸有限公司、3.滑县一点通网吧、4.滑县万琦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5.滑县道口镇供销社河西农资服
务部、6.河南寿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7.滑县肖乐贸
易有限公司、8.河南省冠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9.河
南省晟旺贸易有限公司、10.滑县绿洲环保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11.河南旭美贸易有限公司、12.滑县太
阳石青少年户外用品销售部、13.滑县中优贸易有

限公司、14.滑县金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5.滑县可
霞丝绸商贸有限公司、16.河南慈兴商贸有限公司、
17.滑县诚扬商贸有限公司、18.滑县华贵酒业销售
有限公司、19.安阳市大桥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滑县分公司、20.滑县腾辉运输有限公司、21.滑县荣
彦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22.河南祥欣发房屋中介
有限公司、23.滑县小白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4.滑
县博远商贸有限公司、25.滑县龙源实业有限公司、
26.滑县佰汇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7.河南瑞彧机
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28.滑县利智康医疗器械贸
易有限公司、29.滑县义士贸易有限公司、30.滑县威
旺贸易有限公司、31.滑县军利桃木工艺商贸有限
公司、32.滑县鼎诚商贸有限公司、33.河南佳洁餐饮
有限公司、34.泉州市立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滑县
分公司、35.滑县爵玛商贸有限公司、36.滑县嘉乐美
酒业销售有限公司、37.滑县五星造纸厂、38.滑县连
鑫商贸有限公司、39.滑县马东江肉类食品有限公
司、40.滑县环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1.滑县汇达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42.滑县改利商贸有限公司、43.河
南昊鼎咨询管理有限公司、44.滑县想菊商贸有限
公司、45.滑县中安澳纺织有限公司、46.滑县鑫昌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47.滑县瑞通贸易有限公司、48.滑
县申鸿商贸有限公司、49.滑县派克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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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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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牌号为豫 LCJ595 汽车进行第
一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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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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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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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履约通知
致：张永杰，您与我公司于 2017 年 5月 7日

签订了《房屋买卖意向书》，购买我公司开发的
“龙栖湾二期”S41013号房产。我公司曾多次联
系您前来办理网签合同和银行按揭等手续，您均
未前来。现再次督促您于本通知发出次日起15
日内来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银
行按揭贷款和备案手续。否则，我公司将依双方
签订的《房屋买卖意向书》的约定，与您解除《房
屋买卖意向书》将该房屋另行销售并追究您的违
约责任。特此通知！

郑州麟派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14日

商丘市宏恩塑料有限公司年产2万套环保
设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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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jPSbRl8oQIDYyf6LS
2_soA，提取码：j3wi，下载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向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或建设单位联系
获取查阅。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可能受项
目建设影响的单位、居民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
社会各阶层人士。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pnEQnJyUOHtPqezZt
8cDQ，提取码：5u0p。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邮件或其它便利
的方式反馈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1）建设单位：商丘市宏恩塑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晓勇；联系电话：15093059611；电子
邮箱：15093059611@139.com；邮编：476000；单
位地址：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中环太阳能设
备有限公司八号厂房。（2）评价单位：河南新宇
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工；联系电
话：17838883828；邮编：476000；单位地址：商丘
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与珠江路交叉口东南角未来
国际。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 7
月9日至7月22日（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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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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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荥阳市广武路北段西侧龙祥花苑7号楼3
单元4层406号（不动产权证号：荥05010335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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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8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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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二七区工人路413号
院蔚蓝港湾2号楼4单元6层52号房屋进
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8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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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obao.com，户名：郑州市
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中原区支农路1
号院17号楼2单元24号进行第二次公开
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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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日 10时起至2021年 8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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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
号为豫 A3R2Y1 越野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部分页
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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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 7月12日

联系人：王成事1833994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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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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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新建路西侧府
后新天地4号楼1单元2层202室（不动产权证
号：1001002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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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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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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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
新郑市龙湖镇阳光大道36号德丰·麦卡伦19号楼2
单元701【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新郑市不动产权
第0000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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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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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管执字第1131-2号
本院在执行张松涛诉袁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依法拍卖了袁洋名下位于荥阳市广
武镇清华忆江南 3区洋房区 4幢 5单元 5层
5501号房产，产权证号为：1501008486。经
三次公开拍卖均流拍。本院于 2016 年 7月
27日裁定以物抵债，该房产所有权已转移至
张松涛名下。上述房产的原产权证照已经
作废。

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减资公告
郑州天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MA47138
48Q）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 万
元减至 100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河南国盛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1700519430）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24424 万元
减至 12212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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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郑州20多所民办高中登记分数来了

暑假“哪儿凉快就去哪儿”
信阳必须有姓名
信阳上榜暑期十大避暑城市，郑州居高铁游热门到达城市Top6

7 月 12 日，携程发布《2021 暑期旅游大数据报告》（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河南两座城市上榜全国前十：信阳上榜暑期十大避
暑城市、郑州位列全国十大高铁游热门到达城市第六名。

高铁游热门城市，郑州位列全国前六

郑州在今年暑期十大高铁游热门到达城
市中排名第六，中部地区排名第一。

《报告》显示，预定暑期出行的学生群体
中，大学生群体以69%的占比，暂时成为今年暑
期学生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今年暑期，中、小
学生群体的占比重回 20%以上，较去年同期增
长超过 300%，并有望在 7月末到 8月中旬反超

大学生群体，成为暑期学生游的核心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期大学生群体的消

费水平明显增强。《报告》显示，2021年大学生
群体暑期定制游人均消费近 2500元。据第三
方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大学生月均生活费为
1282元。这意味着今年暑期的大学生群体旅
游花费相当于2个月的生活费。

信阳上榜暑期十大避暑城市

酷暑之下，出游特征可以概括为“哪里凉
快去哪里”。从《报告》发布的“十大避暑旅游
城市”榜单来看，河南信阳与青海西宁等上榜。

暑期度假“吃”“住”不分家。携程数据显
示，今年暑假，“酒店+美食”的常规套餐销量较
2020年同期增长超 15倍，客单均价近 1700元。

夜间游和水主题乐园热度上升。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

佳旎指出，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对旅游目的地、
景区、旅游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旅
游管理能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
品和营销方式。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近六成 研学旅行畅销

河南商报记者在《报告》中了解到，携程暑
期私家团订单量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69%，携
程定制游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7倍，入驻
携程平台的定制游供应商数量同比增长65%。

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亲子游订单占比
59%，较2019年同期高8个百分点。其中，80后
父母和10后儿童的组合占60%以上。另外，二

孩家庭的占比达 24%，这是携程跟团游业务诞
生以来，二孩家庭的占比首次超两成。

休闲亲子游、研学旅行成为暑期定制游的
主力。研学旅游产品较 2020年暑期增长超过
650%。此外，今年暑期的热门旅游线路中，自然
野奢类线路最受欢迎，订单较2020年同期增长
400%，预订用户以80后家庭及闺蜜客群为主。

高铁游热门到达城市

青海西宁

黑龙江哈尔滨

安徽黄山

江苏连云港

四川阿坝

贵州六盘水

山东青岛

河南信阳

浙江湖州

江西九江

暑期十大避暑城市

数据来源：携程旅行

（该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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