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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将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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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薛店镇雏鹰路南侧世纪
花园 3 号楼 2 单元 4 层 404（商品房合同编号：
16001310601）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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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月 12 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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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雷奥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建设路店：
由我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在郑州市中原

区工农路 31 号院以故意拖延或者无理由拒绝
的方式侵害消费者权益案，目前正在调查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我局作出的责令限期
履行经营者义务决定通知书内容告知如下：

我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你未按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且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起对消
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未予满足，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责令你于 15 日内将
合理退款交付消费者，逾期不履行的，我局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予以
行政处罚。

办案人员：杨晓行、任兆钦
联系电话：0371-86503970

郑州市中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6月 18 日

郑州市中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郑州雷奥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路店责令限期履行经营者
义务通知书送达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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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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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等文件的要求，
《河南众合体育设施有限公司年生产 8000 吨塑胶跑道材料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查
阅: 如 需查阅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如下：https://pan.baidu.com/s/
1S4NlFj18BN0ydz69Y2k-Ow，提取码：xc2o。（2）纸质版查阅：如需查
阅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
建设或环评单位联系，联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河南众合体育设施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张 广 伟 ，联 系 电 话 ：13598443027，邮 箱 ：
3492238257@qq.com，地址：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西
一路中段 4号厂房；评价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
王工，电话：0373-3808198，邮箱：hnhwhb@126.com，地址：郑州市东

风南路绿地之窗云峰座 A 座 1701。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链接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ajejtEWPYJGd1Gi8fF_bw，提取码：ayyc
请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发送至电子邮箱：hnhwhb@126.com。四、公
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表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环评单位将在本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
意见、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河南众合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9 日

河南众合体育设施有限公司年生产8000吨塑胶跑道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等文件的要求，
《河南花花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奶牛养殖场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查阅：如
需 查 阅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链 接 如 下 ：https://pan.baidu.com/s/1jza-
eX44euq_U6UxVtM_Uyw，提取码：yst1。（2）纸质版查阅:如需查阅征
求意见稿纸质版，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联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河南花花牛畜牧科
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唐总，联系电话：13939025315，通讯地址：新乡
市原阳县官厂乡小刘固村，电子邮箱：fanyuzhongxin@163.com，环评
单位：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涂工，联系电话：
0373-3808198，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东风南路同创业路交叉口绿

地之窗云峰座 A座 1701，电子邮箱：hnhwhb@126.com。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本
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
众意见表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请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发送至电子邮箱：
hnhwhb@126.com。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填写意见
表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当面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提交。环评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
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

河南花花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9 日

河南花花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奶牛养殖场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现状

河南商报记者 郑超 实习生 徐冉

作为一名郑州城市文化研究者，
“郑说”公众号主编郑子蒙建议：政府
来建博物馆群落，民间藏家提供藏品
（可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再交给专
业机构来运营。“这样一来，或许就能
一举三得：政府完成了博物馆的建设
计划，收藏家展出了自己的藏品，民众
有好场馆去参观。”郑子蒙说，应该让
每一个民营博物馆都找准定位，有特
色、能生存，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另外，有业内人士表示，政府部门
应该做好“红娘”，为民间收藏家和企
业“牵线搭桥”，通过举办策展等活动，
吸引企业力量的介入。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接受河

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国有博物
馆的窘境，不只存在于郑州，在全国来
看也比较普遍。

“非国有博物馆，是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要鼓
励其发展的。”赵丰认为，民营博物馆
在资金、人脉、机制上的优势，使其比
国有博物馆更加灵活，两者合作建馆
是非常好的一个设想，利用理事会的
形式对博物馆进行管理，可以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

郑州市域内目前有37家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21家，能正常运转的占比不过20%
虽有政府补贴，有民营博物馆仍然顾不住本，勉强维持；有藏家想办馆却因资金原因无奈放弃

民营博物馆之困如何破局
近日，郑州发布《郑州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中明确提到，新建各

类博物馆30家，建成开放郑州博物馆新馆、商都遗址博物院。
而在去年5月，郑州已提出“3年之内博物馆新增100家以上”的目标。过去这一年

多的时间，郑州各类博物馆建设情况如何？河南商报记者对此进行探访。

河南商报记者从郑州市文物局了解
到，郑州市域内博物馆目前有 37家，分为
国有、非国有、行业三大类，三级及以上博
物馆有7家。

其中，国有博物馆 11家，包括河南博
物院、郑州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等；行业博物馆 5家，包括黄河博物
馆、河南省地质博物馆等；非国有博物馆
21家，包括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郑州大
信厨房博物馆等。

自 2015年 7月起，河南博物院主展馆
封闭维修，到现在已经将近 5年。根据此
前该博物馆公众号发布的消息，主展馆预
计在8月底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除了河南博物院即将“复出”，郑州还
有哪些在建的博物馆？

前不久，郑州发布《郑州市 2020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中明确提到，
新建各类博物馆 30家，建成开放郑州博
物馆新馆、商都遗址博物院。

郑州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人员表
示，今年年初，郑州博物馆新馆曾引进展
览并开放部分展厅，之后受疫情影响闭
馆，目前仍在施工建设中，预计 2020年 9
月实现全部对外开放，建成后将成为全国
特大型博物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在
施工，计划年底前建成开放。此外，郑州
首个博物馆聚落，即高新·双湖博物馆聚
落，也正在加紧建设，计划在 2021年内建
设完成。总体来看，截至目前，博物馆建
设在积极推进中，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了
建设进度。

郑州市域内有37家博物馆 新建博物馆进展缓慢

困境 有郑州藏家想办民营博物馆，因无力承担成本而放弃

无奈 有民营博物馆每年接受补贴90万，但只能勉强维持

6月 17日，河南商报记者走访了
郑州三家非国有博物馆。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正在闭馆维
修。而郑州市黄淮艺术博物馆同样

“闭门谢客”，据一位袁姓工作人员介
绍，展厅正在重新布展，暂时无法对外
开放。

长江西路与三环路交会处，郑州市
城外城陶瓷艺术博物馆正常开放。据
介绍，该博物馆面积为4800多平方米，
藏品共计 2万余件，主要有仰韶文化、
古陶瓷标本等。“受疫情影响闭馆过一
段时间，但现在还是没什么人来，原先
高峰期时，一天多的能来300多人。”该

博物馆负责人吴勇表示，尽管馆内藏品
比较稀有、数量较大，但跟国有博物馆
的影响力相比，依然相形见绌。

按照此前媒体报道，2018年，河南
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的信息显示，在郑
州市的 21家民营博物馆中，能正常运
转的只有三四家，占比不过 20%，大量
的民营博物馆因为资金、场地、人员等
问题关门歇业或者濒临歇业。

对此，吴勇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每年政府给我们补贴90万，可是算上
水电、房租、人力成本，我们只能算是
勉强维持，顾不住成本的时候，馆长就
想办法自己补充。”

建议

政府来建博物馆，民间藏家提供藏品，让专业机构运营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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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正在闭馆维修

河南商报记者注意到，2019年，郑州发
布“博物馆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各县（市）
以“1+2+N”的模式建设博物馆，各区以“2+
N”的模式积极推进博物馆建设。其中，“1”
为 1家综合性博物馆，“2”为 2家专题（特
色）博物馆，“N”为N家非国有博物馆。

当时，该方案一出，郑州民间收藏家李
林（化名）就很兴奋：“民办博物馆的春天来
了。”然而，经过了解，李林发现，非国有博
物馆的场地、运营、人力等成本，都需要个

人承担，尽管有关部门会按照政策给予补
贴，但权衡过后，李林还是无力承担这部
分支出，开办博物馆的心愿就此落空。

对此，郑州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按照《郑州市非国有博物馆设立申报
指导手册》，在馆舍、藏品、资金方面都有
要求，“展厅面积不低于 400平方米，不低
于馆舍面积的 40%，藏品数量不少于 300
件（套），具有必要的办馆资金和稳定的经
费来源，且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