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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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祁雨沟公峪
金矿技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开
《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祁雨沟公峪

金矿技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现公开征求与该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eiacloud.com/gs/det
ail/1?id=20622dp2Kc。2.纸质报告书查阅：查阅地
点：嵩县城关镇陶村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联系人：王博，联系电话：15038565642，查阅时
间：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5日；上午9:00
至11:30、下午14:30至17:00。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以东风井、西风井、南风井、北回风平硐、1#回
风井、2#回风井为中心边长为5km的矩形区域内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
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在公示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名称：河南金源黄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嵩县城关镇陶村；联系人：
王博；联系电话：15038565642；电子邮箱：jinyuana
nhuan@126.com；传真：0379-66437150；报告编
制单位：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五、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年6月22日至2022
年7月5日。

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漯河段K757+
123-K812+400施工的公告
为改善京港澳高速漯河段的交通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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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需对京港澳高速漯河段K757+123-K812+
400路段上下行第三车道、桥头跳车病害路段、
漯河南匝道进行封道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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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港澳高速漯河段：K757+123-K812+

400
二、施工时间：
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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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珠高速公路
执勤大队

2022年6月23日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
郑州东正工业品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现因经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召开本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现通知
如下：

本公司定于2022年7月11日上午9点在本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主要议题
如下：

1.变更营业执照营业期限。
2.变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请全体股东根据通知按时参加会议，如不参加

视为弃权。特此公告！
郑州东正工业品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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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

月11日10时至2022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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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为豫A2S12Q
别克牌汽车一辆、车牌号为豫A95RG0大众牌
汽车一辆、车牌号为豫AB497J奥迪牌汽车一
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
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

月11日10时至2022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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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月湖南路32
号望月楼2层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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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4813.0.
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6日10时起至2022年7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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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山桃路11号11号楼1单元17层96
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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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10时至2022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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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
伟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颖河路56
号院4号楼7层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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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6日10时起至2022年7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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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中原区西站路1
号1号楼14层1404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
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今年郑州咋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印发
力争实现郑州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首通段）、3号线二期工程、10号线一期工程等建成通车

郑州机场扩建三期工程将启动

6月2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
发布《郑州市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简称《计划》）。

《计划》提出，今年力争郑州
地铁 3号线二期工程等建成通
车、启动实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扩建三期工程。

今年地区生产总值
预期同比增长7.5%

《计划》回顾了 2021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初步核算，
2021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2691
亿元、同比增长4.7%，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1.4∶ 39.7∶ 58.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0.4% ，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6.2%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5389.2亿元、增长6.2%，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1223.6亿元、增长0.3%，进出
口总额增长 19.1%、占全省的 71.8%，
单 位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下 降
12.7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1个
百分点。

《计划》提出，2022 年的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7.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3%；进出口总值保持平
稳增长，实际吸收外资增长 3%；全社
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6%；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增长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控制在 3%左右，新增城镇就业完成
13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指标完成
国家、省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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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
谋划2022年度省市重点项目共924个，总投资2.22

万亿元，2022年计划完成投资4670亿元左右。
引导行业头部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向中

原科技城、32个核心板块等重点平台落地，力争宇通新
能源商用车生产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
安图生物郑州德迈药业产业园等一批续建项目推进，
确保郑州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服务器生产基地等
一批项目竣工达产。力争签约项目 100 个、开工 200
个、投产150个。

计划建成河南大中原物流港、郑州机动车质量检
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BAA（中国）航空培训中心等项
目；加快推进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外环、郑州商代王
城遗址项目、黄河颂剧院、黄河国家博物馆等在建项
目；计划新开工郑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华润郑东万象
城综合体等项目。

促进消费
以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契机，不断提升

消费能级。着力打造二七、高铁东站等重点商圈，加快
德化步行街改造提升步伐，促进消费场景提升。举办
第三届“醉美·夜郑州”系列消费活动，打造郑州消费品
牌。积极引进电商龙头企业，推动首店经济发展。充
分发挥假日消费、文旅消费和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的
拉动作用，谋划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以多样化的消费
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交通运输
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快郑州市轨道交通3

号线二期工程、6号线一期工程、7号线一期工程、8号
线一期工程、10号线一期工程、12号线一期工程、郑州
市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郊铁路工程（二期）、郑州机场
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段）8条在建线路建设进度，
计划全年完成投资219亿元，力争实现郑州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首通段）、3号线二期工程、10号线一
期工程、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郊铁路工程（二
期）、郑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段）建成通
车，新增通车里程88.15公里。

推进郑州（境）城际轨道交通快线建设。抓紧编制
S2快线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配套专题，按
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力争尽快开工建设。

提升航空枢纽能级。启动实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扩建三期工程，强化机场与郑州航空港站轨道连接。
深化郑州—卢森堡战略合作，加速河南—柬埔寨—东
盟航线构建，扩大第五航权，争取第七航权，争取建设
中国邮政航空第二基地。

巩固铁路中枢地位。推动郑济高铁郑濮段开通运
营，加快郑州航空港站、郑州南站等项目实施，加快圃

田一级、薛店、上街二级铁路物流基地建设。高水平建
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和国际陆港第二节点，
加快推进郑州国际陆港新址规划。

完善公路网络建设。打造“两环多放射”高速路
网，提速建设第二绕城高速，加快推进郑洛高速第三通
道、郑南高速（郑许段）等项目前期工作。

科技创新
加快推动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成立。
打造高端创新平台体系。推动中原科技城与省科

学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以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推进沿黄科创带建设，加快构建

“一带引领、两翼驱动、四区支撑、多点联动”的创新格
局。加快嵩山实验室和黄河实验室高标准建设、高效
能运转，谋划建设现代免疫等省实验室。全面启动郑
州技术交易市场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力争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到400亿元。谋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功能区，加快推进超短超强激光平台、智能传感器中试
基地建设，争创隧道掘进装备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鼓
励高校和企业建设一批产业研究院，增强产业创新动
力。

力争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万人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7.5 件以上，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0家、科技型企业1500家，新建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
100家。

创新“人才+资本+场景”创新项目保障机制，启动
实施“青年创业行动”，着力把郑州打造成为一流人才
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和价值实现之地。

文化旅游
加快推进登封市图书馆、荥阳市文化站灾后重建、

巩义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灾后修复、新密红石林景
区基础设施灾后修复、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浮戏
山雪花洞景区灾后恢复重建、登封市仙人谷景区灾后
重建等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打造黄河历史文
化主地标为抓手，深度挖掘郑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做好“山河祖国”文章，加快构
筑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化带、中心城区文化板块“两
带一心”文旅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黄河、大运河、长城
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谋划好黄河文化月活动，深化推
进院团改革，积极申办中国图书馆年会，加快组建市级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开展文旅品牌创建工作，推出沿黄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促进文旅跨界融合发展，塑造“读
懂中国、从郑州开始”文化品牌，加快推进黄帝故里祭
祖大典等重大文化活动提升层次、扩大影响。巩固彰
显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黄
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地位。

（本版综合自郑州市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