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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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7日 10时起至 2020 年 10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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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管城回族区南仓西里 115 号楼 2单元 12
号的房产（产权证号：1301047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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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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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24日

拍卖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华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794373443）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 申 请 减 少 注 册 资 本 ，注 册 资 本 由
50600 万元减少至 10500 万元，请各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任亮亮：

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
行申请执行任亮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0191执3026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查封公告、腾房公告、责令履行通知书、评
估权利义务告知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
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置。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实施）等有关
规定，对“新安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
（一期）项目”进行环评公示，以听取社会各界对该项目建设的环境影
响及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公示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新安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废（一期）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地点：洛阳市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新安县产业集聚区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

司厂区内，计划利用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现有的 2500t/d 和
4500t/d 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线，对城市污泥进行焚烧处理，实现污泥
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本次评价一期建设150t/d 污泥处置系统。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新安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项立，联系电话：18056300400
通讯地址：洛阳市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PBFdUdBb_4B-0PbaWZTXg，提取

码：z8qj。
5.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查阅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

取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起止时间
主要方式：公众可通过邮件、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联系。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新安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一期）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

经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该机构换发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现在
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三门峡市兴通亚飞
汽车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编码：41120074072912000
营业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市辖

区开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
主要负责人：杨光才
联系电话：0398—2890561
邮政编码：472000
发证日期：2020 年 6 月 18 日，有

效期至：2023年 6月 9日 代理险种：
机动车辆保险

原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到期，自
动作废。

关于换发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许可证的公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商都路支行员工赵
斌，男，身份证号：41270119700
6022011，因本人严重违反我行
规章制度；按照法律法规、监管
部门要求及我行相关规定，经
员工所在单位工会表决，由郑
州分行工会工作委员会审议，
我行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对其解
除劳动关系，经多次联系本人
未果，现就《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证明》公告送达。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2020 年 9 月 25 日

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商都路支行员工王照
振，男，身份证号：4401061978050
50417，因本人严重违反劳动纪
律。按照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
求及我行相关规定，经员工所在
单位工会表决，由郑州分行工会
工作委员会审议，我行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对其解除劳动关系，经
多次联系本人未果，现就《终止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终止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公告送达。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2020年 9月 25日

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张宪斌：
本院受理崔晨申请执行张宪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191执
748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查封公告、腾
房公告、责令履行通知书、评估权利义务告知
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
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查封的财产
进行处置。

二O二O年九月二十五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55001366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0 年 10月 29日 10时起至 2020 年 10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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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韵路南、荆胡路东 9 号
楼 2层 204（合同号：16002361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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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参加拍卖活动，
拍卖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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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27日

拍卖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我们是民权县、睢县、夏邑县光伏区域
服务中心许明、李建、邵传军，请河南倚韵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文宇、河南华
沭道途有限公司董事长左涛。看到通知后
二个月内与我们联系，商议光伏发电站结
算事宜，逾期我们将行使合法畄置权，维护
我们的合法权益。

联系电话：15238535999 李先生，188
37036998 许先生，15082905736 邵先生。

2020月 9月 28日

通知

受委托人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位于洛阳市伊滨区
新源路 27号 1幢商铺三套（详见清单），欢迎前
来本公司咨询、报名。

展示时间：从即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10月 7日下午5时
咨询电话：13783130965
监督电话：62325608

洛阳天启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的要求，现将《汝州市硕鹏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废旧机动车拆解回收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征求公众
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汝州市硕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废旧机动车拆解回收利用项目
项目位置：汝州市陵头镇宁庄村
建设内容：主要建设拆解车间 2 间、办公

楼、餐厅员工宿舍、成品仓库及配套设施等，总
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年可回收拆解报废汽
车10000辆。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 众 可 通 过 hplxq325@163.com（密 码 ：
hp123456）邮件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也可自行前往汝州市硕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内受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

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通过邮箱下载，邮箱 hplxq325@

163.com（密码：hp12345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

和途径将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反馈给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汝州市硕鹏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单位地址：汝州市陵头镇宁庄村
联系人：赵瑞霞
联系电话：18637582277
邮箱：150198963@qq.com
七、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名称：河北可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

山西路188号中华商务中心A座 1703
联系人：杨旭峰
联系电话：17303755599
邮箱：1316042787@qq.com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5日，共10个工作日。
汝州市硕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8日

汝州市硕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旧机动车拆解回收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本届豫发·郑州国际时装周亮点颇
多，既有国际一线时尚大师首秀中原，
又有正蓬勃生长的本土力量。

金顶奖获得者刘薇、旅法设计师陈
蓓等国际一线时尚大师聚首中原，此
外，锦荣O3、锦荣原创设界、马三毛、仟
彦等本土原创设计力量也将集体亮
相！

郑州市服装协会会长陈勇斌致辞
时提到，“本届时装周主打女装，这是
郑州服装产业的一个风向标，打造郑
州女装区域品牌，为实现‘三州一圳’
（广州、杭州、郑州、深圳）未来中国女
装的新格局默默努力”。

豫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建树致辞
时，呼吁大力支持时尚创意产业发展，
在郑州南部打造时尚创意产业带，对
网红直播、原创设计等时尚创意产业
前沿板块进行专项奖补支持，加强时
尚产业人才培育引进力度。

第三届豫发·郑州国际时装周由中
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为
指导单位，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郑
州市商务局、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郑州市服装协会、郑州市服饰文化协
会、郑州文化馆、豫发集团、河南商报
社联合承办。

第三届豫发·郑州国际时装周开幕，多位国际一线时尚大师聚首中原
本届时装周主打女装，郑州为实现“三州一圳”女装新格局努力

郑州服装业 潮向“她”时代
一线时尚大师与本土力量的比拼，非遗元素与现代时尚的碰撞……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余温尚存，又一场国际时尚大秀在郑州上演——9
月27日晚，第三届豫发·郑州国际时装周在锦荣国际轻纺城正式开幕！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李兴佳

河南商报记者 王访贤/摄

河南本土品牌娅丽达，贡献了Dou⁃
ble me主题2021春夏高定系列发布会，
既展现了女人温柔、优雅、知性之美，又
呈现女人成长蜕变之美、独立而充满能
量之美。已经连续3年参加郑州国际时
装周的资深设计师丛剑，今年继续走汉
文化路线，发布主题为“满庭芳”的时装

秀，设计灵感来自北宋建筑学家“李诫”
的名作《营造法式》。

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获得者、中国
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刘薇携带她的作品

“百转千回”登陆时装周，丝绫堆绣、中
国剪纸、水墨大写意等非遗元素穿越
千年历史，获得新生。

从落地金鸡百花电影节到连续举
办三届郑州国际时装周，郑州已甩掉

“土老帽”的形象，正向国际化时尚新城
一路进发。

一系列原创设计人才和品牌的归
附即是明证。本届时装周的举办地锦
荣国际轻纺城，接连吸引一大批原创品
牌和高端私人定制品牌落户，比如豫剪
高端私人订制、儒袖莊、买手馆、斯玛
特、原创设计师联盟、慕尘高级定制等。

郑州服装行业的变迁亦是明证。

十多年前，郑州女裤甲天下，“全国女裤
看郑州”将郑州女裤推向舞台最中央；
2013年以后，郑州女裤产业转型系列女
装，并在2016年步入稳健发展期，郑州
市服装协会提出了郑州女装产业的10
年发展方向，打造“三州一圳”的未来中
国女装新格局，郑州女装迎来新时代。

正是通过郑州国际时装周等类似
活动，为郑州服装产业时尚资源的优化
配置搭建良性互动平台，郑州实现服装
产业转型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时尚！

时尚力量再次集结 第三届豫发·郑州国际时装周开幕

非遗大使、本土品牌、原创设计师 聚首中原奉献大秀

郑州时尚进阶路

第三届豫发·郑州国际时装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