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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九九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矿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与《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河南省九九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矿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正在委托河南省凝博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
论证阶段征询与本项目相关的个人和部门对该
项目的建设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见，现将项
目第二次公示信息公告如下：本项目为新建项
目，项目总投资为200000万元，位于长垣市桂
陵大道与阳泽路交汇处，占地838亩，建筑面积
43.9万平方米。产品规模：年产起重机6万台
（套），电动葫芦、电机、减速机等配套件4万台
（套），电缆4万吨。根据本次评价可知，项目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工艺方案成熟
可靠，在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的情况下，污染物均可实现达标排放，污染物排
放及总量控制可满足地方规划及园区规划相关
要求，项目建设对当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从
环保角度出发，本项目建设可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BIGLNs
SF01R9VhF0dCnOQ，提取码：7vbr。

河南省九九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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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经股东会决议，

申请将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进行存续分立。
分立后存续公司为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新
设公司为郑州荷塘月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
个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完全相同。原河南金赛
种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90万元，分立后河
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郑
州荷塘月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
90万元。公司分立前的债务郑州荷塘月色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联系人：季先
生，联系电话：13700845195特此公告。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8月2日10时至2021年8月3日10时在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柘城县北关街与华景路交叉口碧水
华庭项目三期2号楼、3号楼A座、B座、C座进
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
3w.3064813.0.0.WmD1Vt&user_id=1991614
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8月6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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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网络平台上对
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冉屯路6号院1号楼3单元
38号【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
第0014336号】房产进行公开变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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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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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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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回
族区航海东路2号47号楼2单元10层136号（不动
产权证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293770号）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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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32件酒类商标招32位主人
贵州中酒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处中国酒都茅台镇，是贵州省著名企业。由于良好

的社会形象和优秀的产品品质，申请在我公司贴牌生产酱香型酒品的客商络绎不绝。为了
满足客商们的强烈愿望，本公司一次性拿出32件酒类注册商标，本着公开公平的原则，面向
市场招32家生产经营主人。凡是通过竞争获得某商标、并签订了该商标使用权合同的单位
或个人，我公司即可为其制作该产品，同时颁发全国总经销证书。在制作过程中，酒体的选
择，包装物的设计与制作、部分文字的表述和产品价格的制定，均由客商自主。

32件酒类注册商标：
名盛 汉乐宫 浩天酒海 哈弗状元
职工 万家喜 引人入胜 感天动地
霸主 大酒圣 甜甜小米 堂堂乐福
薄古 红发酒 惊人之笔 匠心致远
明义 杯杯乐 美玉无瑕 酱心致远
米发 金色大酱酒 脍炙人口 红发小米
出神入化 盖世太保 动人心弦 其乐融融
洋洋大观 中原大地 独树一帜 大美皇后

联系电话：0851-86861589
13908518398

网址：http://www.gzzjjyjt.com
邮箱：3030296269@qq.com

另：本司在仁怀茅台镇有三百亩土地，寻合作
伙伴共同开发酱香型酒酿造基地。
地址：贵州中酒集团公司贵阳办事处 贵阳市乌当区马百路大
堡村五组175号（洛湾食品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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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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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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原区工人路351号3号楼东3单元6层
西户（不动产权证号：0901046386）的房产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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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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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定的“小目标”完成得如何？
我省上半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公布，老旧小区改造、妇女“两癌”筛查等实事完成度已过半

今年2月初，我省向社会公布2021年要办理的10件重点民生实事。如今，2021年已过半，这些事情进展
如何？

7月19日，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今年上半年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其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妇
女“两癌”筛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改善农村出行条件4件实事进展较快，时间过半任务超半；推动农村电
网提档升级、加强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维护改造、扩大5G网络覆盖面等6件实事有序推进。

河南商报讯（记者 曾令统）为进一
步便捷市民出行，根据前期民意调研
结果，日前，郑州公交集团对 B501 路
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的线
路走向在保留原有区域公交便利性的
同时，将多个社区、单位、学校串联起
来，大大提升了区域内居民的公共交
通出行速率，受到了周边居民的一致
好评。

据悉，原 B501路从京广路至郑州
东站，途经京广路、陇海路、永平路、农
业南路、商鼎路、中兴南路，主要起到缓
解B5路东段客运压力的作用。

调整后的 B501路首末站不变，沿
陇海路一直向东，途经心怡路至商鼎
路、中兴南路。而在线路优化之前，从
陇海路京广路到陇海路心怡路无公交。

调整后的B501路在出行线路上极
大地解决了区域内居民的出行问题，在
运行速率上，也有了极大改变。在原有
发车频率上，全天增加发车班次 102
班，高峰时段运力提升近 4倍，平峰时
段运力提升近 3倍，真正实现让区域内
居民“出的方便，行的快捷”。

河南商报讯（记者 金艾琳）河南商
报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河南省财政总收入 3768.6亿元，
增长14.6%，比2019年同期增长12.1%，
两年平均增长 5.9%。全省财政收支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预期目标。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46.9亿元，为
年初预算 4437亿元的 55.1%，快于序时
进度 5.1个百分点，增长 14.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3.9%，两年平均增长
6.7%。地方税收收入1594.1亿元，增长
13.1%，比 2019年同期增长 5.5%，两年
平均增长2.7%。

此外，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960.9亿元，为年初预算 9060.5亿元的
65.8%，快于序时进度15.8个百分点，增
长 1.3%，同比提高 5.4 个百分点。其
中，科技、教育、住房保障支出分别增长
9.2%、4.8%、9.6%，重点及民生支出保
障较好。

我省上半年
财政总收入增长14.6%
财政收支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新生儿“两病”筛查 筛查率

改善农村出行条件完成度

公共区域窨井维护改造工作完成度

“豫事办”全省普及率

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开工率

郑州B501路公交
调整线路、增加班次

“两癌”筛查

免费“两癌”筛查完成度超 60%，近 2.2万名残疾儿童
接受康复救助服务。

开展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
是我省今年要做的重点民生实事，免费“两癌”筛查方面，
截至 6月底，全省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 84.02万人、乳腺癌

筛 查 86.9 万 人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60.01%、
62.07%。

同时，截至 6月底，还有 21985名残疾儿童接受了康复
救助服务，全省 11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 8个直管县
（市）已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关键词 老旧小区改造

上半年，全省完成老旧小区改造38.02万户。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据了解，截至6月底，全省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38.02万
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6%。

此外，在改善农村出行条件方面，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
实现4955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

关键词 乡村教育

截至 5月底，全省已开工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6849
套。

今年，我省提出要为农村学校招聘特岗教师 1.5万名，
完工或交付使用农村教师周转宿舍7000套。如今，这项工
作推进得咋样了？

根据通报，在特岗教师招聘方面，4月 21日，省教育厅
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计划于8月中旬完成特
岗教师招聘工作，确保秋季新学期开学正常上岗。

农村教师周转房建设方面，截至5月底，全省已开工建

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6849套，开工率为 97.84%，其中已建
成农村教师周转宿舍1182套。

截至6月底，全省新建5G基站7062个，5G基站累计达
到52472个，已实现全省县城以上城区及1394个乡镇5G网
络覆盖。

我省“小目标”完成得咋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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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其他重点民生实事完成得咋样
了？扫码看详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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