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况：天润濮阳顿丘140MW风电场项目220kV升
压站工程建设220kv升压站一座（主变容量140MVA），站址
位于清丰县阳邵乡。

二、对环境造成影响：运行后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有工频
电场、工频磁场及噪声等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影响对策及措施：在站址选址中避
让环境敏感区，避开城镇规划区、开发区，尽量避让居民密
集区；升压站电气设备合理分布，采用具有抗干扰能力、工
频电磁场水平低、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设备等措施。

四、环评结论：落实各环保措施后，满足国家环保标准
要求，从环保角度分析工程建设可行。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濮阳润丰新能源有限公司；地
址：濮阳市清丰县；联系人：邱总；电话：15670132059

评价单位：河北师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地址：石家庄
南 二 环 20 号 师 大 科 技 园 ；联 系 人 ：刘 工 ；电 话 ：
15903657997

六、查阅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形式和时间：公众可自公
告之日起10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信件向建设单位查阅环评
报告或提交意见及建议。

濮阳润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天润濮阳顿丘140MW风电场项目220kV升
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概况：天润舞阳贾湖风电场项目110kV升压站工程
建设110kv升压站一座（主变容量50MVA），站址位于舞阳
县马村乡绰陈村东部。

二、对环境造成影响：运行后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有工频
电场、工频磁场及噪声等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影响对策及措施：在站址选址中避
让环境敏感区，避开城镇规划区、开发区，尽量避让居民密
集区；升压站电气设备合理分布，采用具有抗干扰能力、工
频电磁场水平低、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设备等措施。

四、环评结论：落实各环保措施后，满足国家环保标准
要求，从环保角度分析工程建设可行。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舞阳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地
址：漯河市舞阳县保和乡政府；联系人：侯经理；电话：
18236930246

评价单位：河北师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地址：石家庄
南 二 环 20 号 师 大 科 技 园 ；联 系 人 ：王 工 ；电 话 ：
18638199975

六、查阅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形式和时间：公众可自公
告之日起10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信件向建设单位查阅环评
报告或提交意见及建议。

舞阳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天润舞阳贾湖风电场项目110kV升压站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天润濮阳南乐仓颉100MW风电项目220kV
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概况：天润濮阳南乐仓颉100MW风电项目220kV

送出线路工程起于天润濮阳南乐仓颉100MW风电项目
220kV升压站起，止于220kV沃平变电站，单回路架设约
8.61km；220kV沃平变电站扩建1个220kV出线间隔。

二、对环境造成影响：运行后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有工频
电场、工频磁场及噪声等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影响对策及措施：在线路选址中避
让环境敏感区，尽量避让居民密集区，采用合理选线，控制
送出线路的架设高低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措施。
四、环评结论：落实各环保措施后，满足国家环保标准要求，
从环保角度分析工程建设可行。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濮阳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地
址：濮阳市南乐县寺庄乡政府；联系人：邱总 电话：
13598055356

环评单位：河北师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
市南二环 20 号师大科技园 联系人：刘工 电话：
15903657997

六、查阅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形式和时间：公众可自公
告之日起10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信件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查阅环评报告或提交意见及建议。

濮阳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梦想园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083465224H）：

本委已受理王倩与你单位的劳动报

酬争议案件（郑东劳人仲案字【2018】441

号），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

知书和开庭通知，现依法公告送达。你单

位应当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向我委

提交答辩书，逾期未提交答辩书不影响仲

裁程序的进行。本委定于2018年10月30

日9时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你单位应

当在开庭三日前完成举证，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的，本委将缺席裁决，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8月14日

公 告

淮阳县棉纺织厂已被淮阳

县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现

仍有少数职工未向破产清算组

申报办理安置等相关手续，自本

公告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破产

清算组(地址厂办公室)申报，逾

期视为放弃，特此公告。

淮阳县棉纺织厂破产清算组

2018年8月14日

公 告

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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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8 月 10 日，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七
督导调研组督导调研新乡市工作反馈会
议召开，省第七督导调研组组长、省公安
厅刑侦总队总队长赵根元对此次督导调
研工作进行反馈。新乡市市委书记张国
伟作表态发言，新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郅晓峰主持会议。

赵根元在督导调研反馈意见中指
出，中央和省委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新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强化措施，推动全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康有序开展，取
得阶段性成效。同时，督导调研组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希望新乡市委、市政府坚
持问题导向，迅速制订整改方案，并以此
次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制度机制，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张国伟代表新乡市委、市政府，就督
导调研反馈意见进行了表态发言，表明了

市委、市政府落实整改的坚决态度和推进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坚定决心。

张国伟表示，省督导调研组的反馈
意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
问题，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们将逐
项对照、梳理分析、制订方案，全力抓好整
改落实。各单位要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
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进一步深化协调联
动，进一步跟踪督察，同时要注意发现先
进典型、总结成功案例及时进行宣传报
道，用战果鼓舞群众、发动群众。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
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昱柱 项涛
进通）8 月 9 日，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
三督导调研组召开督导情况反馈会，组
长省纪委驻省委政法委纪检组组长胡国
星向洛阳市反馈督导调研情况。洛阳市
委副书记、市长刘宛康主持会议并代表
市委、市政府作表态讲话。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第三督导调研组对洛阳市及各
县（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进行了督导调研，对公安部、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办交办的案件线索进行了

重点督办。
胡国星在反馈中充分肯定了洛阳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成效，指出了
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做好整改工作，胡
国星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始终做到思
想不松懈、力度不放松、工作不松劲，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
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同部署同落
实，加快构建“打、治、建”整体推进的
良好格局；要提升工作标准，对照问题
倒排工期，逐项整改补齐短板，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上台阶上水平；要严格
依法办案，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
把好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做到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要加强以案促改，深刻反思沉痛教
训，举一反三、总结经验，加大整改力
度，为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做法。

刘宛康在表态讲话中说，对省督导
调研组反馈的意见，他们完全同意、诚恳
接受、照单全收，一定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
举措，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
员 陈磊 靳要攀）8 月 6 日，记者从许昌市中级
法院获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许
昌市两级法院积极行动，以审判为中心，多措
并举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用实际
成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许昌市两级法院全部成立了以
“一把手”为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专门抽调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
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专职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并根据法院实际情况，专门研
究批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经费，从人、
财、物等各个方面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
有力保障。

“我们不定期组织到基层法院开展涉黑
涉恶犯罪案件调研活动，定期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交流，探讨复杂疑难问题，指导
基层法院明确政策法律界限，准确适用法律，
牢牢把握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正确方向。”
许昌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除此之外，
许昌市两级法院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并充分利用官方微
信、微博、网站及其他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
涉黑涉恶相关法律知识，鼓励广大群众积极
揭发检举“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等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据统计，截至目前，许昌市两级法院共受
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5 起，其中一起已审结，
19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沉重打击
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下一步，许昌市两级法院将进一步加强
与公安、检察等部门配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确保把每起案件都办成铁案，依法、准
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调研组赴洛阳、新乡督导调研，并提出反馈意见

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

履职尽责 除恶务尽

近日，淮阳县公安局经过缜密
侦查，一举打掉以该县白楼镇付某
某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并于
8月10日举行了押解犯罪嫌疑人公
开指认犯罪现场活动。此次现场指
认活动，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彰显了
警威，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
员王勇摄影报道

本报信阳讯（河南
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李文会）8 月 10 日下
午，信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
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孙
同占出席会议并讲话。信阳市政府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侯钦东，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张新中，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郭国谦参加会议。
郭国谦在会上宣读了《信阳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任务清单》，
各成员单位现场向孙同占递交了《履职

承诺书》。
孙同占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在思想认识上再聚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发出的号召，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在深

刻认识中央决策部署的政
治性、深刻认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长期性复

杂性、深刻认识省督
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的现实性紧迫性上下
功夫，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政治责任记在心上、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履职尽
责，除恶务尽。

孙同占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工
作措施，在深入推动上再用力。下一
步，要重点在进一步抓上级精神学习贯
彻、抓思想动员发动、抓整改问题对照检
查、抓履职承诺书兑现落实、抓宣传工作落
实、抓线索摸排和核查上下功夫。

孙同占指出，要进一步协调配合，在
督导问责上再发力。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进一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提
升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凡是
对交办任务不落实、指出的问题
不整改的，要下发问题督办函
进行重点督办。对不作为、
乱作为、失职失责、玩忽职
守造成恶劣影响的，要按
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凝聚工作合力 将扫黑除恶推向深入 确保把每起案件
都办成铁案

信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