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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驻马店段
K812+400-K873+306施工的公告

为改善京港澳高速漯驻段的交通情况，根
据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原高速
2022年养护专项工程立项报告的批复》要求，
现需对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K812+400-K873
+306路段上下行第二车道、桥头跳车病害路
段、局部第三车道路段进行封道施工。封闭第
一、二车道施工时，保留第三、四应急车道通
行，封闭第三、四、应急车道，保留第一、二车道
通行。为保障施工路段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施工里程：
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K812+400-K873+

306
二、施工时间：
2022年6月19日至2022年10月20日
请广大过往驾乘人员注意交通标志，按照

交通标志行驶，并相互告知，提前规划好出行
路线，避免交通拥堵。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特此告知。

驻马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高速公路管理三大队

2022年6月19日

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许昌段K711+
750-K757+123施工的公告
为改善京港澳高速郑漯段的交通情况，

根据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原
高速2022年养护专项工程立项报告的批
复》要求，现需对京港澳高速许昌段K711+
750-K757+123路段上下行第二车道、桥头
跳车病害路段进行封道施工。封闭第一、二
车道施工时，保留第三、四应急车道通行，封
闭第三、四、应急车道，保留第一、二车道通
行。为保障施工路段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施工里程：
京港澳高速许昌段：K711+750-K757+

123
二、施工时间：
2022年6月19日至2022年10月20日
请广大过往驾乘人员注意交通标志，按

照交通标志行驶，并相互告知，提前规划好
出行路线，避免交通拥堵。施工期间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告知。

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22年6月1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

22年6月29日14-16时（延
时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
拍卖一批车辆；有意竞买者
请登陆网站进行报名、竞
拍。报名截止6月26日17时。

咨 询 查 验 电 话 ：135
9266 6388。特请注意查
验、佣金和过户要求。

河南求实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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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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野区三级综合医院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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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0U0OSiqI
Zowjk3T2azPKg，提取码：adq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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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ee.gov.cn/xxgk2018/x

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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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联系方式：新乡市牧野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张主任13598066251。
4.公众参与起止时间：
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向建设单位反映

意见和建议。
新乡市牧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6月21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 6月

27日下午3点在郏县财政局三楼会议
室公开拍卖郏县安良镇 3处石料约
76509.34吨（详见评估报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26日
16时前向我公司账户缴纳保证金10万
元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
交者保证金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
还）。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郑州期货城
支行

账号：41001521010050206684
户名：河南众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公司电话：0371—60190058

13643830070
河南众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6月21日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执业证挂失，声明作废：侯艳丽：02000941088180102010000109；许玉培：0200094100008000201500035
0；张爱分：02000941050080002015006125；陈霞：02000941040080020170600282；杜彩红：02000941000080020180400433；白玉凤：02000941040080
020180600248；刘小青：00007441110000002020000011；石甜甜：00007441000000002020000310；陈青青：00007441040000002020002716；赵静：
00007441040000002020004726；刘聪：00007441100000002021000652；崔铁桥：02000941900180002021000036；李超动：0000744111000000202100
0304；王闪闪：00007441140000002021002149；杨朋：02000941140080020160701631；崔玉藕：02000941130080020160701659；李曼：0200094114008
0020160802630；姚转政：02000941040080020180300919；卢黑兰：02000941080080020180600142；杨清雯：02000941020080020181100395；宋泽云：
02000941130080020181100185；李花珍：02000941000080020181100958；宋风涛：02000941130080020190100154；宋红艳：000074410000000020190
18664；程志芳：00007441000000002019018533；魏雪迎：00007441100000002019001654；巩宁：00007441140000002020002000；梅小芳：0000744110
0000002020003995；白宇：02000941050080020161100345；刘庆华：02000941050080020180600469；尚瑞玲：02000941070080020181100138；郭金
彦：02000941130080020181200838；张彦林：02000941130080020190100672；张金印：00007441000000002019004201；陆红梅：000074411600000020
19000192；王菊红：00007441100000002019000160；张梦莹：00007441020000002019000143；宋轶：00007441000000002019019899；刘冬枝：0000744
1130000002019001178；李彦君：00007441100000002019003772；朱改玲：00007441140000002020001363；李延宾：00007441000000002020001595；
王银银：00007441110000002020000652；吴玉芬：00007441050000002020002836；张爱英：00007441000000002020003386；宋冰一：00007441160000
002020000784；侯善辉：00007441170000002021000170；吴学彩：00007441050000002021001169；徐艳丽：00007441100000002021001516；黄晓华：
00007441140000002021002270；潘斌：02000941050080002015004435；王群：02000941000080020170300170；王书华：020009411300800201807000
41；王素珍：02000941100080020180900289；索明雪：00007441130000002019001758；张新玲：00007441080000002020000090；连鹏：0000744105000
0002020002852；杨瑞杰：00007441100000002021000644；王帅文：00007441040000002021000576；张正习：00007441090000002021000395；陈红渊：
00007441100000002021002092；张瑞君：02000941132680002013000196；周兰芝：02000941130080002015001644；范秋罗：020009410400800201808
00220；何风莲：00007441000000002019018322；徐二伟：00007441100000002020001949；宋宇晨：00007441070000002020000873；金梦改：00007441
110000002021000511；常香萍：00007441110000002021001170；王秋菊：02000941070080002015000166；常玉勤：02000941130080002016000219；毋
凤玲：00007441000000002019009326；韩雪：00007441020000002020000606；徐红霞：00007441040000002020001418；宋红英：000074410500000020
20001157；范晓君：00007441050000002020001358；韩蕊：00007441050000002020001735；许云霞：00007441030000002020001604；李银换：0200094
1900180002021000315；徐军：00007441050000002021001780；蒋敏：02000941018280002010000013；程卫萍：02000941000080002015008908；程青
青：02000941100080020160900048；潘同法：02000941130080020161200210；王灵云：02000941030080020170500290；姚华山：020009410000800201
80500254；杜裕强：02000941140080020180800787；李有清：02000941070080020180700093；高爱香：02000941070080020180800289；付立粱：02000
941130080020190300201；李雪凤：00007441070000002019000237；薛丹：00007441130000002020002037；杨丹丹：00007441040000002020004453；
高睿：00007441030000002021000013；杨晓康：00007441050000002021000682；陈文英：00007441140000002021001357；李爱军：0000744105000000
2021001618；岳莲芝：00007441100000002021001670；廖学双：02000941130080020160300282；于方方：020009410200800201604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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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执业证挂失，声明作废：王新学：02000941130080020181200590；路萍：00007441070000002020000816；
马艺豪：00007441070000002021000814；王玉苗：00007441160000002021000544；刘春霞：00007441170000002021000073；高冬冬：02000941900180
002021000116；李会民：00007441050000002021000762；马月华：00007441160000002020000776；彭飞：00007441050000002021001208；王宇辉：
00007441160000002021000341；王瑾：00007441020000002021000861；梁海荣：00007441050000002020001671；吴香玉：0000744114000000202100
2671；范欢乐：00007441040000002021002720；侯玉春：00007441080000002021000317；李胜利：00007441160000002021000180；邱洪林：000074410
50000002021000328；詹红培：00007441040000002021000664；刘娟娟：00007441020000002021001854；张书华：00007441140000002021002614；郭
荣荣：00007441040000002021002297；刘建中：00007441020000002021001516；王素梅：00007441110000002021001240；李兴安：0000744104000000
2021001059；高青山：00007441050000002019000974；任姣：00007441070000002021000960；王聪玲：00007441160000002021000536；曹延庆：00007
441040000002021000961；郭昆：00007441050000002021000027；范丽：00007441040000002021002699；王丽：00007441040000002021000988；张伞
伞：00007441090000002021000362；申兴旺：00007441040000002021002607；贾玉勇：00007441040000002021001569；白书景：000074410000000020
21001306；朱红丽：00007441060000002021000209；井翼蒙：00007441040000002021001796；张春英：00007441110000002021001231；孔祥连：00007
441100000002021002277；栗丽霞：00007441050000002021001440；杨迪：00007441160000002021000510；周亚平：00007441020000002021001766；
李志恒：00007441130000002020000189；石晓青：00007441070000002021000654；李阳阳：00007441090000002021000387；牛金峰：00007441040000
002020002263；李雪雪：00007441050000002021000205；刘霞：00007441160000002021000593；路玲玲：00007441140000002021002567；胡留英：
00007441030000002021001223；张满红：00007441070000002021000986；黄璞：00007441170000002021000299；胡海英：0000744102000000202100
1862；张秀琴：00007441160000002021000616；李金霞：00007441170000002021000320；肖保喜：00007441050000002020002107；王伟霞：000074410
50000002021001407；杜长洁：00007441020000002021001723；耿云英：00007441040000002021000849；张艳艳：00007441040000002021002561；候
凤琴：00007441040000002021001593；刘朋霞：00007441020000002021000556；赵忠焕：00007441070000002021000935；杨如意：0000744108000000
2021000163；马国杰：00007441040000002021002553；李候彬：00007441050000002021001249；柴海燕：00007441050000002020001454；史真真：
00007441040000002021002674；陈三红：00007441040000002020005044；董峰峰：00007441170000002021000311；王趁义：020009419001800020200
00139；刘瑞华：00007441020000002020001684；屈云英：00007441110000002021001258；赵巧玲：00007441140000002021002647；李娜娜：00007441
040000002021002666；张敏：00007441050000002021001474；胡清新：00007441040000002021000912；王素霞：00007441140000002021002606；丁根
玲：00007441100000002021002269；穆照芳：00007441030000002021001231；藏庆霞：00007441070000002021000496；谢小影：000074410200000020
21001879；杨露：00007441040000002021001448；崔燕：00007441110000002021000941；张伟：00007441050000002020002973；卢改香：02000941900
180002021000108；徐俊霞：00007441000000002019017551；许新峡：00007441070000002021000880；罗贞贞：00007441050000002021000703；罗钒
水：00007441050000002021000465；许拥军：00007441050000002021000906；任红春：00007441020000002021001581；袁爱会：000074411400000020
21002583；胡新凤：00007441020000002020000760；杨洋：00007441160000002021000430；张志茹：00007441050000002021002104；谢金晓：0000744
1040000002021002408；范丽英：00007441040000002021002711；乔亚南：00007441040000002021002800；郭小丽：000074410500000020210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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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办法，被征收人持签注后的房票、商品房买卖
合同，向房票核发人申请资金划拨。

房票核发人接到资金划拨申请后，应当在 10个工
作日内将应付资金拨付到房票上注明的收款账户。

资金到账后，住房保障部门办理合同网签备案手续。

房票核发人在拨付购房资金时，应认真核对资
金划入账户，对于房源为期房的，必须将全部应付资
金划入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以确保款项用于项
目后续建设，保证楼盘按期交付使用，保障群众合法
权益。

郑州出台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票安置办法，选择房票安置的给予安置补偿金额8%的奖励

使用房票购买的住房不限购
6月20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郑州市大棚户

区改造项目房票安置实施办法（暂行）》。办法的适
用范围为中心城区，即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
回族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郑州经开区、郑州高新
区。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 12
月31日。

根据办法，房票票面金额是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
偿权益货币量化后的总金额，包括安置补偿权益金
额、房票安置政策性奖励等。各分项金额明细应一并
载于票面。

安置补偿权益金额，按照《郑州市货币化安置定
价机制指导意见》，由郑东新区、郑州经开区、郑州高
新区管委会，市内五区人民政府结合项目区域确定。

奖励的过渡费，按照拆迁补偿协议明确标准
计算。

房票是什么？

根据办法，房票是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权益货
币量化后，征收人出具给被征收人购置房屋的结算凭
证。房票式样统一制定。

房票安置是征收人比照货币安置、产权调换的政
策，将计划安置的房屋转化为货币，以房票形式出具
给被征收人，由被征收人自行向参与房票安置工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商品房（含住宅与非住宅，下同）
的一种房屋安置方式。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的，视
同放弃房屋产权调换。

房票包含哪些权益？

选择房票安置，有哪些奖励和优惠政策？

根据办法，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的，安置补偿权
益按照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计算后，由征收人给
予安置补偿权益金额8%的奖励，作为房票安置政策性
奖励，列入房票票面金额，同时以现金方式奖励被征收
人3个月的过渡费。

被征收人可使用房票在所有参与房票安置工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房中自行选择，不限定
于房票核发机构所在行政区域。

被征收人使用房票所购买的商品住房，不计入家
庭限购套数。

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的商品房，按照《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河南省契税适用税率等事
项的决定》中“因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政府征收、征用
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选择货币补偿且成交价格
不超过货币补偿部分免征契税，对超出部分征收契税”
的规定，享受税收减免。

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商品住房的，可凭商品房
买卖合同，在新购房屋所在学区办理子女入学手续。
在新购房屋交付前，被征收人子女保留原被征收拆迁
住宅片区所在学区的入学资格。

房票怎么使用？

根据办法，房票实行实名制，持有人为被征收房屋
的所有权人，使用人限定在持有人、持有人配偶、持有人
近亲属范围内。房票不得转让、赠与、抵押、质押、套现。

房票持有使用期限自房票核发之日起计算，最长
不超过 12 个月，被征收人应在房票有效期内购房支
付。逾期未使用的，视同自行放弃房票安置，重新按照
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不再享受房票安置相应的政
策性奖励。

使用房票购房，票面金额足以支付购房款的，不得
拆分使用。票面金额不足以支付购房款的，不足部分
被征收人可以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和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其中无购房贷款记录或购房贷款已结清的，
可享受首套房贷款利率。

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购房款（配套的储
藏室、车库等价款可凭发票计入）应不低于房票票面金
额的90%。

房票怎么核发？

根据办法，被征收人与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并根据签订的协议，签署和确认房票文
本。

被征收人在约定时间内搬迁，领取搬迁证明和房
票。

被征收人在参与房票安置工作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所提供的商品房中自主选择房源，凭房票与房地产开
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被征收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共同在房票上对购房
人、购房坐落、实际使用金额、房地产开发企业收款账
户（房源为期房的，收款账户须为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等信息进行签注，并签名签章。

房票怎么结算？

此次发布的房票安置办
法将在房地产业发挥哪些积
极影响？扫码查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