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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自2017年落地郑州以来，依托
郑州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和人才优势，实
现了快速发展。

五年半以来，上汽以整车厂为产业链核心，在郑州布
局了全球云计算数据中心、软件中心、发动机厂、零部件集
群、供应链物流、移动出行、金融及融资租赁、充电场站、新
能源循环产业等数十个产业链上下游项目。

2022年以来，上汽与河南的合作再次提速，发动机一
厂建成投产、发动机二厂开工建设、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开
工建设、营销中心落地注册，同时上汽的新能源产业项目、
零部件产业园、汽车出口物流中心、软件研发中心项目也

都在密切地对接与沟通之中。
2022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进一步加快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省、市级党政机关
每年新增、更新公务用车采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50%。

“今天我们从第二工厂下线、上市的这款荣威
iMAX8EV纯电动商务车，是上汽乘用车在郑州生产的第
120万辆汽车。从 2017年 9月 27日正式投产至今，我们在
郑州已累计生产 120万辆汽车了，仅整车不含上下游产业
链，上汽在郑州创造的产值累计已超 800亿元。”上汽乘用
车郑州分公司总经理丁波在活动现场介绍。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王访贤）
近日，计划年底通车的兰原高速封丘至原阳
段二标蒋庄互通立交附近的波形护栏板施工
现场，10人一组的施工队伍战烈日、斗骄阳，
力争9月底前完成全线的护栏板施工。

兰原高速封丘至原阳段项目 2019年底
开工建设，全长 67.46公里，总投资 55.41亿
元。截至目前，项目桥涵工程已基本完成，
全线房建主体工程、二次结构已完成，正在
进行装饰装修施工。绿化、机电、交安工程
正在有序推进。

该项目二标总工程师段利河介绍，项目
自 2019年开工至今，先后战胜了土源紧缺、
征地拆迁复杂、超强降雨、新冠疫情等困难，
项目的施工难点集中在潘店枢纽互通立交
和蒋庄枢纽互通立交两处项目控制性工程。

在项目的起点——潘店枢纽互通立交，
需要上跨车流量大的大广高速。为此，项目
公司积极向交通运输部争取施工时间，用 6
小时顺利完成一座旧天桥的拆除和六跨共
计2000余吨的钢箱梁架设施工。

而在项目的终点——原阳县，项目要在
蒋庄乡骆驼湾村附近与原焦高速顺接，与京
港澳高速相交，将原有的T字形蒋庄枢纽互
通立交，完善为十字交叉全枢纽式互通立
交。

“这条高速是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与河
南省交投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目前已进入
收尾阶段，计划年底通车运营。”中国铁建投
资集团兰原高速总承包部总经理李斐斐介
绍，项目建成后，将在黄河北岸形成一条横
贯东西的大通道，有效改善区域交通环境。

“郑州智造”再添新丁

年产能30万辆整车
上汽乘用车郑州新工厂投产

2022年8月24日，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30万产能整车第二工
厂投产暨荣威iMAX8EV下线上市仪式在第二工厂举行。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省政府副秘书长魏晓伟、郑州
市副市长史占勇等领导出席本次活动，见证该工厂投产的首款量产车
型“纯电豪华MPV”荣威iMAX8EV“下线即交付”。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郭丁然

计划年底通车运营
黄河北岸新增高速通道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9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9月28
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www.jd.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
人民法院）对澄迈华侨农场盐丁作业区吉沾
村地段富力红树湾 A-02 区 10#楼 11 层
1105房屋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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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特色原料药配套产业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特色原料药配套产业链项目位于许昌市长葛市魏

武路南段东侧，总投资10000万元。该项目利用现有厂区土地，建设智能化特色原料药配套
产业链生产车间，总占地面积3200平方米，生产产品为(S,S)-2,8-二氮杂双环[4,3,0]壬烷，设
计生产规模60吨/年。项目已在长葛市发改委进行了备案。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方名称：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孔总，联系电话：13837404700
单位地址：许昌市长葛市魏武路南段东侧
三、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郑州大学环境技术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荣工，办公电话：0371-63887445
单位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97号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本次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群众、企事业单

位等。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4Mp3F
G5wxGhyx7zGvc87Q，提取码：v23x，纸质版存放在建设单位，广大公众可于本公示公布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查阅。公示期内，项目周围的居民群众、企业单位可通过电子邮件的
方式将公众意见表发至建设单位邮箱，或直接打印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或直
接送至建设单位。公众可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
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

司法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

9月12日10时至2022年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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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市溱水路
兴弘花园2号楼1单元301号房产进行公开变
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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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公告示
珍惜生命 安全用电

关于切实做好居民安
全用电宣传一系列指导精
神，提高全社会用电安全
意识，增强用电自检自查
自改能力，最大限度消除
用电安全隐患，确保广大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公
司面向社会为广大居民进
行免费上门安全用电及电
器安全隐患排查服务。

咨 询 服 务 电 话 ：
0371-65339119

河南国力电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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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通知书
河南彤辉置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所欠通知人的债务人民币
9000000元（大写：玖佰万圆整）和利
息，以及3份《购房协议》和后续协议中
约定的需向通知人覆行的全部义务，现
该笔债务仍未履行。通知人丁秋生（身
份证号：410381198207052017）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八
十一条之规定，与吴昌隆（身份证号：
320322197502155311）在2020年3月
28日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现将通知人对
贵公司的所享有的债权，依法全部转让
给吴昌隆，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贵公司自接到该债
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昌隆履行全部
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
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2年9月24日10时起至2022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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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濮阳市006街道004街坊宏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住宅楼（136-02）0003幢2单元0401（不动产证
号：2013-01563）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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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年8月23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2年9月9日10时起至2022年1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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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二七区京广南路68号开元丽城6号楼东3单元6层
东户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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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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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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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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9日 10时起至2022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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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obao.com，户名：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金水区东
风路北姜寨路东明天住宅楼1号楼1单元
5层西户房屋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
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9月 29日 10时起至2022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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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obao.com，户名：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中原区陇
海西路338号3号楼3单元7层705号房屋
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9月 14日 10时起至2022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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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中原区前进
路34号楼13层1305号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9月

26日10时至2022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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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新乡市保健路6号恒升世家B座
21层第6户的房产，新乡市平原路与新中大道交叉
口东南角世纪村4座3单元3602室的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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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关于郑州周边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养护
施工期间间断封闭匝道过往车辆采取疏导分流措施的通告

按照2022年养护专项工程施工计划，原交发集团郑州分公司拟对
郑州周边部分收费站匝道进行路面病害处治、铣刨摊铺施工。为保障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和群众出行便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将分路段、分时段封闭部分收费站匝道，采取车
辆疏导分流的限制交通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8月29日0时至
24时，郑州绕城高速公路轩辕故里站的郑州市区方向上站匝道和新郑方
向下站匝道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8月30日0时至31日24时，京港
澳高速公路圃田站依次对郑州市区方向的上、下站匝道及中牟方向的下
站匝道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9月2日至17日，每日的22时至次日6
时，京港澳高速公路航海路站的上、下站匝道封闭施工，禁止车辆上、下
站。9月18日至29日，每日的22时至次日6时，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三环
站的上、下站匝道封闭施工，禁止车辆上、下站。10月9日至20日，每日
的22时至次日6时，郑州绕城高速公路科学大道站的上、下站匝道封闭
施工，禁止车辆上、下站。10月21日22时至22日6时，郑州绕城高速公
路中原西路站至祥云寺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

上述时间段的收费站匝道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
绕行，请途经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和保通人员的指挥引导
通行，合理选择出行路线。

附件：郑州周边高速公路收费站示意图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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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荣威 iMAX8EV的诞生地，上汽乘用车郑州工厂
是工信部认证的“国家级绿色工厂”，被誉为“郑州智造”的
金名片。

上汽乘用车郑州工厂传承了上汽“四化一高”的制造
体系，遵循“精益化、标准化、柔性化、模块化、高质量标准
体系”进行生产，是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智能化、自动化，
以及环保程度最高的汽车工厂。

随着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30万产能整车第二工厂
的投产，标志着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60万产能规模即将马
力全开，标志着更多的新能源车型将布局郑州。郑州市乃

至整个河南省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将提质增速，再上新台
阶，迎来新一轮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丁波在现场致辞时介绍，今年 1~6月份虽然面临疫情
多发、芯片紧缺的双重影响，但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实
现了11%的正增长，7月份更是实现101%的增长。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 4个多月里，上汽乘用车还将在
郑州投产两款全新车型，并努力实现全年增长超 15%，为
郑州实现 300万辆汽车产能规模、为河南实现 5000亿汽
车产业规模、为河南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

上汽在郑州已累计生产120万辆汽车

“上乘品质”赋能“郑州智造”

你想入手新
能源车吗？扫码
上顶端聊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