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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浉河区游河吴家店镇段河道采砂规划
(2021-2023年)（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信阳市浉河区游河吴家店镇段河道采砂规划
（2021-2023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初
步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
意见，公告如下：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链接：https://pan.baid
u.com/s/1Z-x45EDBiISpjTw8uwaG8g；提取码：0c
s3。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
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规划单位提出查阅
本规划纸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划单位：信阳市
浉河区水利局；联系人：邱家富；联系方式：0376-66
53602；邮编：464000；邮箱：2068976796@qq.
com；通讯地址：信阳市浉河区水利局。二、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本规划影响范围内受影响的及关注
本规划实施的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三、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0QVGrlr
6LiQTbXGJdx7VQ；提取码：wy7i。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
件或者其他方式向规划单位提交填写的公众意见调
查表（公众在提交意见的同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
方式，尽量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以便建设单位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起止时间为2021年4月8日~4
月21日，共10个工作日。信阳市浉河区水利局

信阳市七喜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信阳七喜肿瘤医院
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信阳市七喜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信阳七喜肿瘤医
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初步完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公
告如下：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ZauZPjPxmDgBJfV_I8vcfQ；提取码：ca4h。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查阅本项目纸质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单位：信阳市七喜肿瘤医
院有限公司；联系人：王现良；联系方式：135 0376
9672；邮编：464000；通讯地址：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十八街以西、纬南一路以南。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影响范围内受影响的
以及关注本项目实施的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qQ1keY5KflxhwzT-crDE7g；提取码：6opr。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
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填
写的公众意见调查表（公众在提交意见的同时应当
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尽量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以便建设单位及时向您反馈相关
信息）。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起止时间为
2021年4月8日~4月21日，共10个工作日。

信阳市七喜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5月17日10时起至2021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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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航海东路2号36号楼2单元5-6层中户（不动产
权证号：0801035500）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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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8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5月17日10时起至2021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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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南二路29号22号1单元9层15号（不动
产权证号：0901067190）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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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1年4月21日上

午9时30分（延时的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举行拍卖会。拍卖
标的：1.逾期滞留未处理须报废车辆一批，含小
轿车、摩托车、电动车及货车等车辆；2.罚没盐
一批，约78吨；其他相关内容请关注我公司微
信公众号“瑞德拍卖”。

参与1号标的竞买人须是经有关部门批准
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参与2号标的竞买人须为作为工业盐使用
需求的企业。有意者请于拍卖日前携带规定数
额保证金及相关资质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竞买不成者，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
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2021年4月19日至4月20日
展示地点：林州市占元大道西段停车场内

及指定地点。
报名时间：2020年4月20日17时前
公司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南

段122号
联系电话：0372-3156503

13503974211、13598109795
河南省瑞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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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火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通知股东孙蕊（持股 22.5%）股东
张婷婷（77.5%）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点在（地点）本公司办公
室召开公司第2次股东会决议：公
司决定修改章程如下条款：原章
程第四条修改为：公司地址变更
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
东）东风南路创业路绿地中心双
子北塔三层R035。

通知
兹有王宾宾，身份证号码：4112821983

0628101X，自 2021年 3月 10日口头提出辞
职；兹有李振龙，身份证号码：41300119840
6093019，自 2021 年 4 月 1 日口头提出辞
职。二人至今未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公司
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自此通知登报之
日起七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不
来，将做自动离职处理。

特此通知！
郑州富景图书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5月17日10时起至2021年5月18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
A25192的梅赛德斯奔驰ML400越野型轿车一辆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ifa.jd.com/
2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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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9日

阳光城·丽景公馆二期（中原区石羊寺
A-1-2地块项目）交房公告

尊敬的阳光城·丽景公馆二期5#、6#楼业主：
您所购买的阳光城·丽景公馆二期项目一

批次（5#、6#楼）已具备交付条件，为提供更好
的收房服务，请广大业主于2021年4月12日至
2021年 4月 16日携带相关资料（详见《房屋交
付通知书》），按照通知书告知的时间、地点分批
次集中办理交付手续。特此公告！

相关事宜请咨询服务热线：0371-55588859
郑州鑫岚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5月24日10时起至2021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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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98号帝湖花园D
区17号（不动产权证号：1001060196）房产一
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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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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婀娜多姿的牡丹仙子、火到爆的
“唐宫夜宴小姐姐”拍照墙、梦回大唐
的民乐展演、丰富多彩的科普文化活
动……植物园牡丹芍药园美不胜收，
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此次花展由郑州市园林局主办，
以“绿城牡丹海·醉美四月天”为主
题，共展示牡丹品种 459 个、4 万余
株，芍药品种 94 个、1 万余株，有中
原、西北、江南、海外四个牡丹品种
群，有红、白、粉、黄、紫、蓝、绿、黑及
复色九大色系。

其中，姚黄、魏紫被誉为牡丹的
“王”和“后”，贵妃插翠、青龙卧墨池、
豆绿等也都是牡丹精品，另外还有不
少海外精品。

在植物园西门，设置“国色天香
图”主景观，展示牡丹冠绝群芳、国色
天香之态；牡丹芍药园设置“群芳凝
香图”“富贵远山图”等小型景点。

植物园西门至牡丹芍药园主游
路两侧设置 21个花柱造型展示牡丹
文化，并对花展游览路线进行指引。
在牡丹文化长廊中，展示牡丹的系列
文化科普知识，介绍牡丹品种的演
化、牡丹和芍药的区别等相关植物文
化内容，突出花展文化意蕴。

同时，在植物园西门下沉广场，
有牡丹衍生品的展示活动，展示牡丹
字画、牡丹文创产品、牡丹食品等。

花展期间，工作人员会为游客介
绍家庭插花养护和种植花木的技巧，解
答家庭花卉养护上遇到的各种问题。

郑州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牡
丹盛花期为 4月 10日至 4月 26日，芍
药盛花期 4月 25日至 5月 15日。趁
着春光明媚、花开正艳，来郑州植物
园赶赴这一年一度的赏花之约吧！

河南商报讯（记者 肖风伟 通讯
员 王亚运）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2020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
寻找村宝活动”线上大赛获奖名单，固
始县王国平获得“百佳村宝”荣誉称号，
该县三土艺术团编排表演的霸王鞭《八
月桂花遍地开》荣获“最出彩村艺”荣誉
称号。

据了解，2020年，省文旅部门发布
通知，以“寻找村宝”活动为载体，在全
省推进“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
项目，固始县文广旅局按照通知要求，

积极参与了“2020河南省文化志愿服
务乡村行——寻找村宝活动”线上大
赛。

经过一年时间的寻找，全省 9801
个活动村评选出 10659名根植于乡土、
在中原大地上“种文化”“创文化”的“村
宝”；同时，根据各地线上大赛数据及专
家评审意见，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
则，共评选出“百佳村宝”100名、“最响
亮村歌”10首、“最出彩村艺”10个、“最
绝妙村画”10幅、“网红人气奖”10个和

“最佳组织奖”20个。

固始县在“寻找村宝”活动线上大赛中获佳绩

彩虹彩虹“她们”比你还多俩颜色
郑州市第十一届牡丹芍药花展开幕，4万余株牡丹、1万余株芍药亮相，展期将持续到5月10日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绿城’”。4月10日，郑州
市第十一届牡丹芍药花展在郑
州植物园拉开帷幕，展期将持续
到5月10日。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郑超
通讯员 王霞/文
记者 邓万里/图

市民与牡丹合影

复色牡丹开得正艳

花展中的精品花卉

扫码查看更
多牡丹芳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