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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郑州合晶

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合晶”）、郑州空港
合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合晶”）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决定由郑州合晶吸收合并空港
合晶。

本次合并完成后，空港合晶注销，郑州合晶作为
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自合并交割日起，郑州合晶
将依法承继空港合晶拥有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
务和其他一切权利与业务。

本次合并前，空港合晶注册资本为32,000万，
实收资本为32,000万；合并前郑州合晶注册资本为
70,000万，实收资本为70,000万。本次合并后，郑
州合晶注册资本为102,000万，实收资本为102,000
万。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
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规划工业四

路以南，华夏大道以西，联系人：周晶晶
联系电话：0371-89906660、15136423568

郑州空港合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河南省绿莺佳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出栏
2000头肉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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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名称：河南省绿莺佳园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年出栏2000头肉牛项目；建设地址：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金王楼村；建设性质：新建；建设
内容：项目占地面积1.82公顷，主要建设牛舍、饲料
加工车间、库房、办公生活用房、粪污处理设施等，项
目建成后达到年出栏2000头肉牛的规模。环境特
点：项目东南380m为舒庄，西部540m为史庄，北部
570m为和庄，评价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森林公园、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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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途径：（1）环评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b8BEFSmqpLCdJyCqbILfhA?pwd，提 取 码 xk-
bu。（2）纸质报告书查阅及获取联系方式：（电话或邮
箱 等 ） ： 0371-66856887， 251896912
@qq.com。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js-eia.
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或个
人若对本工程有意见和建议的，以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根据以上联系方式直接到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
提出意见，或发送邮件至评价单位。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现定于2022年5月6

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召开拍卖
会，依法对1.本田雅阁轿车、大众途观客车、
上海桑塔纳轿车各一辆，2.报废设备一批进
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公
开展示。

2.请有意竞买者在考察、咨询清楚后,于
2022年5月5日下午17时前，持能证明符合
竞买条件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并缴纳
竞买信誉保证金1万元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
记手续。

注：一个竞买号牌只能竟得一个标的
拍卖公司地址：许昌市新兴东路651号
联系电话：0374-8308799

18603740799
公司网站：http://www.xcpmh.com
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

0374-3178755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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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10时至2022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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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书英
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127号
院5号楼2单元21层2103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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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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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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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10时至2022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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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新
平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一马路
8号1层C1220-1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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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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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10时至2022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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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金芒果地产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陇海路南、未来路西1号楼20层2004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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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5月 14 日 10 时至 2022 年 7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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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山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北环路72号院12号楼2单元26层2603号的
房屋进行公开变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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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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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10时至2022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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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
昌名下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9号16层
1603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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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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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10时至2022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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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磊名
下的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银屏路15号16
号楼2单元13层1405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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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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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利源净化材料有限公司年处置2万吨各类
废催化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cES4XJzQHxUt
tLisc6Wdrw，提取码：91cn。也可向建设单位咨询、
查阅纸质环评文件公开版本。2.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7cmapYczz35Kw
HhQEhrxA，提取码：11l3。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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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联
系方式：尉氏县利源净化材料有限公司：王总
18837858198。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
可以在公示期间向建设单位反映意见和建议。

沁阳至伊川高速公路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沁阳至伊川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众公开，进一步征求公
众意见。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自行下载查阅，如需查阅纸
质版，可与环评单位联系。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包括项目周边以及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征求
意见主要事项是对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关注的
环境问题（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环评无关
的不在征求意见之内）。

（三）公众提出意见形式、途径和期限：公众填
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后通过邮
件或信函等方式在2022年5月6日前进行反馈。

（四）建设单位：河南省沁伊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联系人：王珂；电话：18639079555；邮箱：2332
55741@qq.com；地址：郑州市郑开大道20号京港
澳高速郑州新区收费站院内。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南京国
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工；电话：138
3718 1357；邮箱：87703560@qq.com；地址：郑州
市中原区淮河西路21号新浦恒辉广场15A07。

（六）公众意见表及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

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https://pan.bai
du.com/s/1BJl6lcz51VMwCX7FBF6jbg（提取码：
p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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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5月14日10时起至2022年5月15
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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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上街区金华路
73号院1幢2A023号房屋一套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如今的投资周期，小企业和大企业都
有着各自的优势。在王继伟看来，单从投
资角度来看，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更旺盛，
因为创新是它们的立足之道；而大企业因
为规模巨大，身后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
的支撑，稳健发展则是大企业所追求的。

作为一家重点关注中早期科技创新项
目的投资机构，启迪厚德在行业上关注
TMT、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纳入投资视野的企业，启迪厚德会不断跟
进，在这些企业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与

河南市场更为匹配的机会。
启迪厚德投资的启迪睿视项目则是一

个例子。专注于工业级AI技术的启迪睿
视，在烟草行业已有烟叶定级分级、异形包
装与检测等技术落地。河南的烟草行业，
不论是市场还是产业链构成上都非常成
熟，这对于技术的市场验证有着重要帮助。

王继伟透露，不只是烟草行业，“启迪
系”曾投资的氢燃料电池公司锋源氢能、
自动驾驶公司超星未来都与河南汽车产
业的龙头企业开始合作。

启迪科服副总裁、启迪厚德总经理王继伟接受商报专访，讲述对科创企业的投资逻辑

河南是应用场景的大市场
给科技产品迭代提供了“超长赛道”

投早、投小、投科技，被称为基金圈的投资法则之一。中早期的创业“黑马”，也越发受到投资机构的青睐。
然而，创业“种子”的成长，不仅需要有一双发现它的眼睛，还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
“种子”和“阳光雨露”该怎样匹配？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专访启迪科技服务集团（以下简称“启迪科服”）副总

裁、河南启迪厚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厚德”）总经理王继伟，了解启迪厚德背后的投资逻辑。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金艾琳

有观点表示，科技型企业的成长，
是靠“烧钱”养大的。

对此，王继伟认为，钱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想法能不能产
品化，产品化之后有没有合适的团队
让这个产品持续发展，最后变成一个
有效的生意。“因为现在产品竞争很激
烈，迭代的速度也很快。如果不给它
一个足够长的赛道去让它不断地迭

代，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被其他技术
或者企业替代。”

而河南的地理位置优势、市场规
模优势等，无疑为不同种类的科技产
品提供更为丰富的应用场景，让产品
的升级更加“接地气”。

比如，一些做智慧城市相关产品
的企业，河南的应用场景会给它们提
供迭代的机会。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投资或孵化一
个项目，除了项目本身之外，还要看项目
存在的周边环境——创新创业生态。

而评判一个创新创业生态的好
坏，王继伟认为，创新源头、场景、产业
链、钱，缺一不可。

关于河南早期的科技型项目的
特点，王继伟表示，它们的市场能力
很强，生存能力很强。但也有不足
之处，它们在科技含量、人才团队上
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北上
广深的孵化团队有没有可能将创新源
头资源与河南科创企业相结合，这种

方式我们认为比较适合河南现在的状
态。”

打造创新生态，河南也在不断努
力。2021 年 12 月，重建重振河南省科
学院揭牌仪式举行。

而在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上，2021
年成立的郑州技术交易市场正在平稳
运行，截至目前，郑州技术交易市场获
取科技成果超过2万项。

“我认为郑州技术交易市场是一
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只有‘种子’足够
多了，可交流和交换的产品和服务才
会多。”王继伟说。

目前，启迪厚德依托股东方在全球
的创新孵化网络资源和自身在河南地
区拥有的产业资源，正在挖掘相关领域
的投资机会，同时积极为河南引进战略
新兴产业相关项目。

关于今年的规划，王继伟透露，启
迪科服正在和省市区的政府投资平台
沟通，为支持中原科技城建设，今年会
落地一个科创母基金。偏重于中、后期
投资的黄河启迪私募基金，也正在申请
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

在投资策略上，启迪厚德在河南依
旧坚持“外引”和“内育”，将好的科技型

的企业，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它们落地在
河南。“另外，围绕着河南细分领域的科
创型企业，我们通过培育，把它的一些
不足去弥补和提升，最终符合相应的投
资条件，我们还可以继续支持。”王继伟
认为，只有把两端同步做好，才有可能
形成创新创业生态化的效应。

“小企业”赋能“大产业”

河南是应用场景的大市场

创新源头、场景、产业链、钱，缺一不可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宋若旻/摄

未来规划

今年会落地一个科创母基金

前不久启迪郑东科技城进行了第一期入孵评审会

投资大佬
看中啥，码上
阅读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