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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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10时起至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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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
区五一路办事处解放路以西运粮河街以南运河湾3
幢东一单元18层西户（备案合同号：20140109012
2）房产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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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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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12月20日10时至2021年12月21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新乡市凤泉区区府
路中段宏铭时代广场7号楼的房产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第二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
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
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4
日10时至2022年1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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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迎宾路9号7号楼
1-3层西1号房产、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中同大街姜
庄小区10号楼9层C5座房产、河南省新乡市金穗
大道（东）688号商会大厦A单元A1704室房产（共
三处）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
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
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交投信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河南可人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信阳至随州（豫鄂界）高速公
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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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与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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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ttps://pan.
baidu.com/s/1G7PqfNTbFaZ5k1GtyI4Ibg，提取码：
x5jt。（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
我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查阅联系人：王工，联系电
话：13783697499；纸质报告查阅地址：河南交投信
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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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n.baidu.com/s/1vEFSnWWl7ize7uV6
FQBZZQ，提取码：en7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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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3
93671@qq.com；信函邮寄地址：信阳市浉河区鸡公
山大街老联通大厦，王工，联系电话：137 8369
7499。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公
众意见截止2021年12月10日。

河南交投信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9日

信阳至随州（豫鄂界）高速公路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河 南 唯 家 房 屋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5MA
3XAEMT2B）经 股 东 会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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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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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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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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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年产600万件流体连接件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初稿已编制完成，现将信息公示如下：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链接及查阅报告方式及途径：（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01JEVw5rKVjCKYY8QN4dg，提取码：58vf。（2）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①至环评单位查询：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
开）第一大街171号506—1当面查看，查询电话：0371-64397607。②至建设
单位查询：地址：巩义市民营科技创业园河南恒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当面查看，
电话：0371-85663111。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围5km范围内。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_i6XzAHuzwJYMbU
gTypgA，提取码：rtd8。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1.致电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建设单位电话:0371-85663111，环评单位电话：0371-64397607）；2.
发送电子邮件至环评单位，由环评单位集中进行汇总和反馈，邮箱地址
1085501804@qq.com；3.发送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集中进行汇总
和反馈，邮箱地址:chinahxyy@chinahxyy.com；4.文本反馈意见邮寄地址：①河
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一大街171号506—1；②巩义市民营科技创业
园河南恒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11月23
日-2021年12月6日。

如有疑问请联系王经理：15981838624

河南恒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年产600万件流体连接件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与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
号）等文件的要求，《S541郑州南四环至G343连接
线新建工程（南四环-G310段）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途径：（1）网络查阅：如需查
阅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RKqJ-ChFrzKaUtjszte3yQ，提取码：skpu。（2）纸
质版查阅：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
式与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索取，联系方式如下：建设
单位：郑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系人：成处长，联
系电话：0371-68995001；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
区航海西路28号；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联系人：马工，电话：0371-55091095；地
址：郑州市东风南路绿地之窗云峰座A座1701；邮
箱：hnhwhb@126.com。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
人及其它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
见表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tmyHgo50Vo
-TwGyldntOBw，提取码：vfq3。四、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
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建设单位
和有关部门反映。

郑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1年12月3日

S541郑州南四环至G343连接线新建工程
（南四环-G310段）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公众参与信息公示（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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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
1月4日10时至2022年 1月5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信阳市潢川
县城关镇文庙街黄国商贸城华英6号楼二单
元3层西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
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
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DlVt&
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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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拍卖公告
联系电话：0371-86088233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4日10
时至2022年1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王珂名下的位
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商阜新村5号楼3单元3层5号房屋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
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30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7日10
时至2022年1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宋易名下位于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明路45号院1号楼东3单元11层63号房屋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30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2月20日
10时至2021年12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商丘市景
源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的豫NE3488、豫NAV03挂 半挂汽车一辆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30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7日10

时至2022年1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关向民名下的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29号2号楼15层1505号房
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2月20日

10时至2021年12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李凯瑛名
下的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路南79号院3号楼西单元3层东
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2月20日
10时至2021年12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李莉名下
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东路57号16号楼3单元6层
西2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
ba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2月20日

10时至2021年12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河南信基置业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市惠济区金杯路10号6号楼1单元18层
1805、郑州市惠济区金杯路10号13号楼2单元3层304房屋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
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3日
10时至2022年1月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钱志锋
名下的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西站路70号院5号楼4单元68号
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30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3日
10时至2022年1月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宋巍巍名
下的位于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碧桂园珊瑚宫殿二期碧云天三
街1座（幢）16（层）1605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
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

2021年11月30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2月18日

10时至2021年12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王进涛名下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龙湖大道6号院正商·红河谷9号楼1
单元302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7日10

时至2022年1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张廷印名下郑州
市上街区许昌路西段26号院2C幢1单元102号，郑州市上街区许
昌路西段26号院2C幢1单元202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
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日

建成区内古树名木及古
树后备资源如何保护？郑州
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副支队
长宋晓戈表示，对因城市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确需在古

树名木或者古树后备资源
保护范围内施工的，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时，应当征求市古树名
木主管部门的意见。建

设单位应当制定施工保护
方案，在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的指导监督下按照施工保

护方案进行施工。
如果建设单位未按照施工保护方案

或者施工保护意见采取保护措施的，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对逾期未改正的情形，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若因此又造成古树名木、古
树后备资源严重损害、死亡的，违法行为
人将面临更重的罚款处罚。

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最高可罚100万元

《条例》明确，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
木、古树后备资源的行为:

一、砍伐古树名木或者擅自砍伐古树
后备资源；

二、断干、断根、剥损树皮；
三、折枝、刻划、钻洞、钉钉子；
四、悬物、缠绕、搭棚，或者架设电线、

拴系物品和牲畜；
五、在施工等作业时将树木作为

支撑物或者固定物；
六、影响树木生长的地面硬化、

固化；

七、擅自移动或者损毁标识牌、保护
设施；

八、损害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的其他行为。

针对这些禁止规定，《条例》列出了
具体处罚措施。《条例》明确，违反上述第
一项至第三项规定，造成古树名木、古树
后备资源严重损害的，处以每株5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后备资源
死亡的，处以每株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处以每株
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未按施工保护方案采取保护措施且不改正，最高可罚10万元

郑州现存“百岁”以上古树近4000棵，郑州出台新规保护古树名木，明年1月起施行

造成古树名木死亡 最高罚100万
一棵古树，是自然和生态的最好见证；一株名木，是文化和历史的生动记载。
12月2日，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在郑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郑州市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保护条例》将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违
反相关规定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最高可罚100万元。

郑州全市50年以上不满100年
的古树后备资源较多，建

成区共有9625株；建
成区以外的,初步
统计有几十万株。树龄在50年以上不满100年的树木,保护范

围由区县（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划定，其单株保
护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

郑州古树名木保
护情况如何？《条例》将
带来哪些影响？扫码
继续阅读

哪些树木
算古树名木

三级古树

【古树】

【名木】
树种珍贵、国内外稀有，以及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观赏与科研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
树木，单株保护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
影外5米

【古树后备资源】

郑州古树名木
生存现状

【古树】

郑州现存100
年 以 上 古 树

3962株，其中245株生
长在城市建成区内。
另外还有古树群26处共

41422株，主要是新郑和庄镇枣
树群、孟庄镇枣树群，登封少林
寺、法王寺、会善寺古树群等。

【名木】
郑州全市现有名木93株，主

要分布在人民公园、紫荆山公园、
碧沙岗公园、西流湖公园、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内，树种为东京
樱花、雪松、侧柏等。

【古树后备资源】

树龄在100年以上

一级古树

树龄 500 年以上的树木，
单株保护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

投影外5米

二级古树
树龄300年以上不满500年的树

木，单株保护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
外3米

树龄 100 年以上不满 300 年的树木，
单株保护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2米

（（据 郑 州 市据 郑 州 市
20182018年普查情况年普查情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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