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统筹 郭宁 责编 彭珍玲 美编 首席编辑 杨芳芳 校对 马聪
区域新闻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焦萌
姬冠鹏）近日，位于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聚碳材料
公司内，几辆满载 PC（聚碳材料）粒子的货车正从院内
缓缓驶出，将货品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我们的PC和双酚A生产线全部满负荷生产，
公司正在筹备二期项目。半个月前，叶县聚碳材料深加
工产业园正式揭牌。整个园区计划入驻 8家企业，都是
PC 的下游产业，我们的发展后劲更足了！”该公司董事
长李东安说。

为满足 PC 下游产业项目落地需求，叶县先进制造
业开发区管委会整合园区资源，谋划了聚碳材料深加工
产业园项目。该项目占地 129 亩，建有 10 栋标准化厂
房，以PC下游为方向，重点招引PC板材型材、PC改性材
料、零部件注塑加工等共混/改性项目。全部入驻投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 10亿元以上，税收 5000万元以上，有
效延伸PC产业链条。

聚碳材料深加工产业园只是叶县谋划的重点项目
之一。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启动以来，叶县上下紧紧扭住

项目建设不松劲，围绕经济指标比增速、拼位次，项目建
设比进度、拼规模，招商引资比服务、拼落地，拉高标杆、
紧抓快干，全力把项目建设势能转化为助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动能。

精准招商，“谋”字当先。叶县以服务千亿级中国尼
龙城建设为抓手，紧盯省委“十大战略”和市委“四城四
区”建设，紧盯尼龙纺织、聚碳酸酯、聚氨酯、盐化工等产
业，创新开展产业链招商。特别是今年，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该县积极探索招商引资的新路径、新模式，
探索开展网络对接、视频洽谈、云端签约等活动，确保招
商引资不断档。

项目引进来，更要留得住。为此，该县成立了 46个
重点项目工作专班和 6 个产业链链长，对洽谈签约项
目、准备开工项目、拟招商项目实行线上跟踪服务，畅通
企业循环、产业循环、市场循环；依托平顶山尼龙新材料
开发区、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优势，聚焦项目落地，破
解用地难题，全面推行“标准地+承诺制”，积极盘活土地
资源；建立中国尼龙城建设专班，实行日调度机制，聚焦
问题、建立台账、研判解决、对账销号，保障项目早开工、

早投产、早达效。同时，大胆推行容缺容错机制，简化企
业环评、能评等手续，解决项目建设推进难问题，不断夯
实县域经济发展“软实力”。

尼龙化工配套氢氨项目、蔚源生物科技公司年产
8500 吨医药中间体项目、投资 25 亿元的锂电池项目开
工建设；聚碳材料公司二期项目加速筹备；投资9.3亿元
的安徽亨润六氟磷酸锂、苏州柔陶医药中间体两个项目
成功“云”签约……2022年以来，平顶山市 42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新开工及在建重点项目中，叶县就占 12
个。前 5个月，叶县税收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居全
市6县（市）第一位。

一串串“数字”是对叶县经济指标比增速、项目建设
比进度、招商引资比服务的最好“注脚”。

“下一步，我们将牢固树立‘工业立县、工业强县’鲜
明导向，树牢‘项目为王、工业为要’发展理念，坚持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服务中国尼龙城建设为主
抓手，全力以赴攻项目、抓招商、优服务、强产业，奋力创
建全国制造业百强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
能。”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说。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汝州人社窗口“好差评”叫号系统上线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超 通讯员 李
浩然 李俊敏）“人社局驻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好差
评’叫号系统正式上线了！您的业务办理完成后，
可以在窗口评价器上扫描小票上的二维码，对工作
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能力和服务结果等进行综合
评价。”7月 28日，汝州市民谷先生到该市市民之家
三楼人社局窗口补办社保卡时，工作人员这样告诉
谷先生。

很快，谷先生的社保卡顺利补办，并在窗口评
价系统上给出了五星好评。“现在市民来办理业务，
还能进行评价，那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肯定会
越来越好的！”对人社窗口的这项“新功能”，谷先生
赞不绝口。

据悉，为进一步规范开展政务服务评估评价工
作，市人社局党组多次到一线窗口进行调研，了解
群众办事需求，积极与系统提供方沟通对接，于7月
18日在人社局驻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正式上线“好差
评”叫号系统，做到现场服务“一次一评”。

“好差评”系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沟
通的桥梁，让群众在享受政务服务的过程中拥有更
多的话语权；同时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压
力”，督促工作人员自省自查、查漏补缺，为群众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争取次次“五星好评”。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好差评’叫号系统，
关注后台满意度数据，将正向激励和鞭策落后相结
合，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面规范、公开公平、便捷高
效的政务服务。”汝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肖风伟 通讯员 祝
鹤 袁晶晶 文/图）7 月 31 日，在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
赵庙村，河南上淮农垦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上淮农
垦”）的四季青果园里，大片的锦绣黄桃已进入成熟
期，黄桃颗颗饱满，掩在细长而茂密的树叶下，藏着乡
村振兴的希望。

“锦绣黄桃是特意从上海引进的品种，这200亩是
我们的试验田，已经栽了5年，这是第二次挂果了。”上
淮农垦企划部经理高慕磊一边招呼着员工摘桃，一边
介绍。

上淮农垦是信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开发
和建设的上淮金龙湾生态农旅融合发展试验区项目，
已列入信阳市重点项目和信阳市乡村振兴规划，计划
打造上淮金龙湾乡村振兴示范区，吸纳社会劳动力，
带动区域居民共同致富。

四季青果园是该项目的建设内容之一，果园栽种
的锦绣黄桃具有肉色金黄、甜多酸少、果酸丰富、带有
香气等特点。此时黄桃虽未进入最佳成熟期，但前来
采摘的游人已是一批又一批。

今年，四季青果园预计产量 6 万至 8 万斤。除了
供游客游玩采摘，这里还是许多中小学社会实践、大
中专农业院校校外实习培训、企事业单位团训、团建
活动的实景场地。

据介绍，上淮农垦二期开发了“上淮桃花岛”，与
四季青果园合计土地面积 2000余亩，除了锦绣黄桃，

还栽种有桑葚、李子等多种果树，计划打造生态经济
林和农旅融合发展模式。'

目前，四季青果园正在为申请绿色认证做准备，
“平桥区现在有 6 家企业 7 个产品通过了国家 A 级绿
色食品认证，我们也想成为第8个！”高慕磊介绍。

胡店乡宣统办主任李玉永介绍，按照规划目标，
上淮农垦将在胡店乡建成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黄桃
种植面积发展到 5000亩，到 2025年，果品以及深加工
产品销售总收入达到 2600 万元，逐步形成黄桃产业
链，影响带动区域增收。

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的果园里，藏着乡村振兴的希望

锦绣黄桃引领 这里农旅融合“有滋有味”

叶县攻项目、抓招商、优服务、强产业，奋力创建全国制造业百强县

聚力“三比三拼”护稳经济大盘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8月20日10时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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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荥阳市广武路与龙港
路交叉口东南侧建海·绿荫半岛三期25号
楼1单元3层301号房屋一套进行公开变
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9月

5日10时至2022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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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平台上对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3号绿城百合公
寓17号楼1层附03号、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71
号8号商业用房1-2层108号、郑州市中原区中原
中路171号8号商业用房1-2层188号、郑州市金
水区北环路以南，丰庆路以东3号楼1层1号、2层1
号共4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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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
614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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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9月

5日10时至2022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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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平台上对管城回族区陇海东路302号（产权证：
0101050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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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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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 8月

11日09时在中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mxggzy.com）挂牌
拍卖位于中牟县疾控中心建设项目存
有的面沙，约9370.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且在
年检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具有
土石方工程的企业法人方可参加竞
买。法人进入中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进行竞买人会员注册，成功后竞
买人交纳保证金（5万元）参与竞买。竞
买不成功，保证金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8月9-10
日

标的展示地点：位于小潘庄十里铺
村南侧

咨询电话：郭女士15639298134
河南百瑞森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4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8月20日10时起至2022年8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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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116号
中方园小区东区24号楼东3单元4层东户
（地下室）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55001366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信阳平高新能源科技产业园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信阳平高新能源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地点位

于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十八大街与纬北一路交叉口
东南角，占地面积约40亩，总投资：17400万元。建
设规模：本项目生产规模为拟回收、再生利用废锂
离子电池60000 吨/年，其中约40000 吨/年进行梯
次利用，20000 吨/年进行场内破碎拆解。具体为：
生产区设置8条废锂离子电池资源化处理破碎拆解
生产线，2条梯度利用生产线，以及配套建设废气净
化处理设施。建设主厂房1栋、综合楼一栋，其他公
辅设施。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对该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征求公众意见。

1. 全 文 链 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
detail/1?id=20727ZRzdg，请自行上网查阅。查阅
纸质版报告书，请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2.征求公众范围：项目建设地附近的居民、企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与全文链接相同。
4.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途径：公众可自行下载

填写公众意见表，邮寄或电子邮件。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
6.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信阳平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总：15837617106 515194091@qq.com
环评单位：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
王工：0371-66856887 512114439@qq.com

能力作风建设年

果园员工采摘了一筐筐新鲜的锦绣黄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