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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oTRCDPGNG4dKV
epMejJ5CA，提取码：opqv，纸质报告联系建设单位
索取。

2.本次环评征求意见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范围
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公众可在信息公开后下载意见表，以信函、传
真、邮件或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
交。提交意见时应提供有效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提交意见。

4.反馈时间2020.4.1-4.15。
5.汝州市飞灰（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项目：李

工，0375-6096610。

汝州市飞灰（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规定，现将平顶山德源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000
吨金属萃取剂项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示。

一、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方式直接向建设单位索取环评文件、提

交意见或咨询有关情况。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WStu3
xLKbhvrXBwi18Mbg，提取码：a38q。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前往建设单位处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周边民众和团体。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

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议，请自行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规范填写，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在公示期内提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平顶山德源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平顶山市叶县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联系人：段总
联系方式：18003752777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后10个工作日内。

平顶山德源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2021年03月29日

平顶山德源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金属萃取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4月 30 日 10 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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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166号4号楼3单
元 6层 45号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拍卖公告
王飞、黄勇：

本院受理郑州顺风佳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 0191 执恢 1118 号恢复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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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处置。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有关规定，本次公示内
容如下：

唐河县宏华牧业有限公司年存栏生猪9000头、
出栏18000头建设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占地
12000平方米，主要建设猪舍、办公、粪污处理设施
等。项目建成后，年出栏生猪18000头。配套料塔、
风机、饮水器等设备。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与途径：网络索取：通过
发送邮件至hnyhgczx@126.com索取；现场索取：
通过电话联系建设单位联系人，至单位办公地点查
阅。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项目所在地（唐河县湖阳镇武岗村徐冲南
500米）周围的民众和团体。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公众意见表可通过https://pan.baidu.com/s/
15_76cU2ZuoZlhBWHkt7NLA（提取码i7bv）获取。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提交
E-mail 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邮箱：hnyhgczx@
126.com，在本次公示期间，公众均可向我单位提出
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建议。五、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
间是2021年4月6日~4月19日。六、联系方式：建
设单位：唐河县宏华牧业有限公司；联系人：高永华；
联系电话：13949348013；环评单位：河南谊环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仓川；联系电话：136 0845
7850。

唐河县宏华牧业有限公司年存栏生猪9000头、出栏
18000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舞钢市杲鑫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
596477159P）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公司申请登
记。特此公告。

舞钢市杲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07日

注销公告

张志强：
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0191执恢928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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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置。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5月 15日 10时起至2021年 5月
16日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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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郑东新区
农业东路28号联盟新城2号楼1单元5层
6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5月 15日 10时起至2021年 5月
16日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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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中原区航
海西路29号4号楼3层304号进行第一次
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拍卖公告

由于新款共享单车需要在指定的停
车点停放，因此，出发地或目的地有没有
合适的停车点，直接决定了共享单车使用
的便利程度。

市民宋先生以前经常骑单车在郑州
市金色港湾和美景天成两个小区之间往
返。

新款单车投放之后，他打开共享单车
小程序发现，这两个小区周边都没有停车
点，附近停车点基本都集中在航海路上。

“这两个地方距离不远，但没有公交
车可以通勤，我现在只能靠走路或是打车
往返，很不方便。”他说。

而从心怡路金水东路口到七里河南
路段，除了 5号线地铁口附近外，其他地
点也没有设置停车点。而周边有心怡路
小学，以及雅宝广场、绿地源盛国际等写
字楼，市民很不便利。

“我们公司距离地铁口有近一公里，
当初办共享单车卡，就是为了方便往返于
地铁口到公司办公楼这段路。现在也没
法骑了，因为离公司最近的停车点就是金
水东路的地铁口。”在祥盛街与中兴路交
叉口附近工作的赵女士说，“骑出去 1公
里，发现最近的停车点就是开始骑车的地
方，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了。”

郑州上线新款共享单车后引发吐槽，车少、停车点少、定位不准等让市民用车难、停车难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
我终于找到P点 车却停不进去

共享单车停车点这么难找，是郑
州市共享单车的停车点少了吗？据此
前公开数据显示，郑州市首批已经上
线的电子围栏13000余处。

“市民反馈的车辆少、停车点布局
不合理等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今天
我们一直都在实地调研。预计会在明
天对市民反馈的问题进行回复。”郑州
市城管局停车场管理处的穆彪说。

由于首批投放车辆只有 5000辆，
距离此前 13.2万辆的单车存量还有很
大差距，目前郑州路边共享单车依然
很少。有市民担心，目前各家单车投

放量稀少，是否为新款单车产能跟不
上所致？

河南商报记者从青桔、美团、哈啰
等三方了解到，按照此前郑州市城管
局核定数量，各家车辆供应不成问题，
投放进度则需要根据郑州市城管局的
统一安排来进行。

目前市民反馈比较多的进入停
车点却无法锁车的问题，共享单车公
司也表示，运营初期公司也正对停车
点进行调试，优化出现的问题，停车
点无法还车的问题会在近期得到优
化。

郑州市城管局人士表示，目前布
局了 13000多个停车点，未来会根据市
民、街道办事处等的建议，根据实际运
营的情况进行调整。

青桔单车人士表示，车辆停放点
会根据用车需求和潮汐情况做动态调
整。停车点和投放节奏，也会根据用
户反馈，在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持
续优化。

哈啰单车人士则表示，如果市民
常用的还车地点还没有设置还车点
位，可以在哈啰出行客户端进行线上
申请，“增加我的常用还车地点为‘P
点’”，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增加。

针对市民刚开始不熟悉停放位

置，超区停放产生的调度费用，平台也
都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以青桔单车为
例，第一次违规停放可以视情况对调
度费进行减免，同时，平台会引导用户
学会使用“规定地点停车”的功能。

由于新款单车开锁、关锁均在手
机上完成，如果用户在还车时手机没
电，可以将车辆停入停车点，待手机充
电后进行关锁操作，如长时间未关锁，
后台也会对车辆做关锁操作。

停车点会根据市民建议调整，有车企可私人定制“P点”

你是否也遇到了
共享单车停车难题？
扫码给我们说说吧

首批投放了5000辆车，距此前的13.2万辆相差甚远

“早晨最重要的事儿不是上班，是找P点。”
4月2日，在郑州暂停两周的共享单车终于回归，但新款共享单车需要在

郑州13000多个停车点定点取还。这一规则让不少市民感觉不便：一些消费
者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停车点被收了调度费；一些消费者则是进入了停车点也
无法还车。

对此，郑州市城管局人士表示，已在调研市民反馈的共享单车问题，会尽
快给予回复和解决。

公司楼下没有停车点让人焦虑，但就
算你看到了地图上的停车点，也未必能把
车子快速停到位。

“为了方便骑个共享单车，没想到停
车停得心态崩了。”4月 5日下午，刘先生
从紫荆山公园附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来
到人民路地铁口附近，按照导航，他骑到
了地图上推荐的停车点，然而试了好几
次，一直说没有到停车点，还车失败。

最后，他推着车子在停车框周围来来

回回试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终于让车子进
入了停车范围。

刘先生不是个例。在民航路附近一个
停车点，还车的吴女士，在还车的时候分别
用安卓、苹果系统都登录过账号，换了两个
停车点，都无法让车子进入停车点。

与客服沟通之后，客服直接将依然显
示在停车点外的车辆落锁。吴女士还被
扣罚了 10元的调度费。目前吴女士还在
与平台沟通退还调度费的问题。

骑车5分钟，停车半小时

新款共享单车引发吐槽

河南商报记者 陈薇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郑州首批投放的新款共享单车只有5000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