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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老君山追梦谷水塘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公开
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1.环境影响报告征
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如下：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sMwLmLezyC_zm_6TYO6R0A，提
取码：lmn5。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
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联系人：杨佳厚，联系电
话：18039581130，纸质报告查阅地址：河南省洛阳
市栾川县栾川乡七里坪村。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
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其
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三、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
1024_665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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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电子邮件：406832508@
163.com，信函邮寄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栾川
乡七里坪村，邮编：471500，联系人：杨佳厚，联系电
话：18039581130。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截止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送达裁决书
杨鹏：

本委已受理了（2019）郑仲
案字第0276号申请人尼彭涛与
你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郑仲
裁字第0276号裁决。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解约公告
致：乔晓军

由于您未能按照同我司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编号：XY21006578163）约定
按时交纳房款，故我司按前述合同的约定
与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我司如与您
签订了《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将依
约一并解除。请您于登报之日起到我司配
合办理网签撤销备案事宜。

荥阳潍源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11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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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153 号 16 层 1601-
1624、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3号4层C-08号、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3号5层A-05、06号房屋
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0月30日10时起至2021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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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郑市薛店镇神
州路东常刘村土地九裕龙城12幢2单元12
层1202号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0月30日10时起在河南省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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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金水区城东
路116号院4号楼3单元30号房屋一套进
行公开变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河南省居正置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10184563743967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
规定，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国家税务
总局新郑市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新税通【2020】102-05号）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本通知书内容如下：

事由：河南省居正置业有限公司中央花园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审
核结果告知。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
（国税发【2009】91号）、《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
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地税函【2010】202号）、《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
明确土地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豫地税发【2010】28号）。

通知内容：根据以上文件规定，我单位清算人员在规定程序下，对
你单位上报的清算资料报表及项目进行了案头和实地审核。通过审核
（由于你单位成本无法准确核算，报送的鉴证结论部分不予采信），我们
确认“中央花园项目”应缴土地增值税6,248，811.52元，实际已缴纳土
地增值税1,765,136.17元，本次清算应补缴（退）土地增值税4,483,
675.35元。

以上若无异议，请在接到本通知书后60日内结算税款。若有异
议，必须先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然
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税务
机关申请复议。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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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11月19日10时起至2021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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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86号21号楼1单元2
层205号的房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了
解具体详情，请登陆上述网址查询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11月19日10时起至2021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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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18号院3号楼2单元8
层0801号的房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了解具体详情，请登陆上述网址查询。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河南省居正置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10184563743967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因采用其
它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国家税务总局新郑市税务局税务事项
通知书》（新税通【2020】102-04号）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本通
知书内容如下：

事由：经审查，你（单位）申报的中央花园
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实施细则、《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
确土地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豫地税发
【2010】28号）、《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
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1】第10号）。

通知内容：由于你单位成本无法准确核
算，报送的鉴证结论部分不予采信，决定对你
（单位）该清算项目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融创金林金水府·天宸苑入住通知公告
尊敬的融创金林金水府·天宸苑业主：

您好！
融创金林金水府·天宸苑项目历经打磨，现已建设完成，且已完成

综合验收。现融创金林金水府·天宸苑1#、2#、3#、5#、6#、7#、8#、9#、
10#、11#、12#、13#、15#楼已具备交付条件，集中交付时间为2021年
10月15日至2021年10月25日，请业主本人持《入住通知书》及相关
手续办理房屋交接，具体详情咨询电话：0371—53399595。

如您未能于2021年10月25日之前办理房屋交接手续，视为房屋
已经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约定完成房屋交付义务；
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该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及相关的
物业服务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自2021年10月26日起由您承担。请
您按《入住通知书》本公告确定的期限办理交付手续，以免权利受损。

特此公告。
河南金林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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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及职工债权公示通知
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及各位职工：

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经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解散，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原公司职工或其他债权人
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清算组申报未报销的费用
（备用金或其他应付款）并核对职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视为放
弃权利；逾期未核对职工债权的，以《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债权表》登记为准进行兑付。

申报债权应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申报债
权时应提交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1）填写《债权申报表》；（2）
企业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及其身份证；（4）委托他人代为申报的，应提供债权人的

授权委托书及代理的身份证；（5）证明债权存在的证据，如合同、
对账单、送货单、还款协议、欠据等。申报债权时请携带上述材料
的全部原件交清算组审核。核对职工债权的应携带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申报债权及核对职工债权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
路9号王鼎国贸大厦2号楼15楼

申报备用金或其他应付款联系人：魏焕焕 13598863582
核对职工债权联系人：付旭18137270340
特此通知

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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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药企入局茶饮、咖啡等饮品
赛道，走出符合年轻人喜好的大健康
路线，是否能将“朋克养生”的盘子越
做越大？

宋向清说，张仲景以及和张仲景
具有同样营销思维的知名企业品牌无
疑是当前消费品市场上营销新模式的
探路者，必须给予掌声，也必须送去祝
福。

适当的时候建议这些企业进一步
拓展市场竞品类别，比如文化艺术品、
地域特色品，把跨界做到市民消费链
的每一个环节，让裹挟着新营销人拓
展企业发展空间的新零售理念渗透到
更广阔的领域。同时，建议充分利用
电商平台拓展销售半径，让线上和线
下不同的销售对象共享大企业、大品

牌给消费者带来的新体验。
还需要提醒张仲景等跨界营销

企业的是，要始终保持对主业的坚
守，为主业销售在企业销售总量中的
比例设定不低于 50%的警戒线，这是
跨界营销企业需要谨慎对待的风险
管控课题。

“请给我来杯拿铁”
你能想象这场景是在张仲景吗？
继奶茶之后，张仲景大药房近日入局咖啡赛道 诸多老牌药企“换挡”营销，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山楂美式、山药奶盖美式、桂圆拿铁、燕麦拿铁，这样“中西组合”的咖啡，你喝过
吗？亚健康逐渐成为年轻人逃不开的话题，不少年轻人开始了关于“养生”的思考。

而“花式养生”，也就逐渐从一个段子成为一个新的消费机会。
近日，张仲景大药房在郑州跨界创新推出了“养生咖啡”，尝试用流行的方式诠释传

统药食同源理念。

去年，张仲景大药房围绕“药食同源、
健康养生”打造的大健康连锁品牌“仲景
生活”在郑州开业后，所销售的“鸡内金焦
馍”“红豆山药曲奇”“茯苓山药素饼”等糕
点产品，以及阿胶珠豆乳奶茶、人参五宝
牛乳茶等健康茶饮，吸引了不少网红前来
打卡。

一年以后，仲景生活馆脑洞进一步打
开，再次推出新品——“养生咖啡”。

河南商报记者在仲景生活馆（双河湾
店）看到，除了各种养生类零售产品，在饮
品菜单中的咖啡新体验板块，山楂美式、
山药奶盖美式、桂圆拿铁、燕麦拿铁尤其

吸引眼球。随后，河南商报记者尝试了山
楂美式、山药奶盖美式等产品，其中，山楂
美式既有山楂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香，风
味独特。

仲景生活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张仲
景大药房推出仲景生活馆的目的，是让消
费者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寓养于
食、寓补于饮的生活理念融入大众的生活
中。所以，仲景生活馆推出咖啡的目的是
想让年轻人、熬夜党、办公族在繁重的工
作压力下，喝到更健康的咖啡，从预防、调
理的角度来帮助亚健康人群改善身体状
况。

老牌药企争先入局咖啡、茶饮赛道，寻找新利润增长点

随着药品集采常态化，疫情局势
反复不定，经营成本不断攀升等压力
推动药店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上海百年老字号“童涵春堂”推出
草本茶饮、北京同仁堂推出枸杞咖啡、
中邮大药房推出“邮氧的茶”……各大
药企争相入局咖啡、茶饮赛道为哪般？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
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说，基于
对市场和消费的精准判断，是张仲
景们按下营销换挡键和竞品增强键
的主因。右边药品与诊疗，左边咖
啡和养生，楼下才子佳人品着咖啡
脉脉含情，楼上医者为患者问诊号
脉，这种跨界营销与其说是企业的
自我救助、创新发展和市场腾挪，不
如说是企业在用智慧和胆略重构更
加和谐的社会生态和企业发展新路
径。

另有数据显示，自 2013年起，中

国的咖啡消费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
同比增速在 30%左右。中国一、二线
城市的消费者咖啡的消费量较高，人
均咖啡消费量已与美国等成熟咖啡
市场相当。

这种营销行为取得了效果，产品
得到了一些顾客的认可。在仲景生活
馆（双河湾店）内，刚下了夜班的护士
韩女士告诉河南商报记者：“像我这种
工作性质，下了夜班总想喝点咖啡、吃
点面包，以前总怕发胖，特别有罪恶
感，但是这里的产品糖含量不是很高，
觉得很健康。”

对此，河南省中医院营养医师李
倩说，山楂和咖啡合在一起，有一定
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消食减肥的功
效；用山药代替部分奶油制作奶盖可
以降低食物的热量，让食物富有山药
的药用价值；用燕麦替代牛奶做成的
拿铁，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专家

可进一步拓展产品类别，但也要保持对主业的坚守

山楂美式、桂圆拿铁……张仲景推出了养生咖啡

你 想 来
张仲景喝一
杯 咖 啡 吗 ？
来聊聊吧

仲景生活馆中，“健康”元素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