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对

以下社会服务机构准予成立登记，现公告如下：同意成
立武陟县北郭乡红黄兰幼儿园，核发《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 人 登 记 证 书》，登 记 证 号（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10823MJY42586X0，住所为武陟县北郭乡北郭西村，
法定代表人雒非非，开办资金陆万元，业务主管单位为
武陟县教育体育局。

武陟县民政局
2020年1月23日

焦作市晟合矾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硫酸铝铵、2万吨硫酸铝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我公司“焦作市晟合矾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硫酸
铝铵、2万吨硫酸铝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目前已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4号）的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开

项目名称：年产3万吨硫酸铝铵、2万吨硫酸铝钾项目
建设地点：焦作市中站区经二路北段科技企业孵化园

内
报告查询：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www.

jzhjkx.com/；纸质报告书已放至焦作市晟合矾业科技有限公
司。公众可以联系相关人员进厂查阅。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本项目建设所影响到的公民、法
人、组织等。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进入征求意见
稿网络链接下载附件），并采取发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将对建设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我公司。

公众参与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0391）8615056
电子邮箱：380875983@qq.com

2020年1月9日

焦作佰利联合颜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铁系颜料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焦作佰利联合颜料有限公司厂址位于焦作市工业产业
集聚区西部园区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厂区。
目前《焦作佰利联合颜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铁系颜料技
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的规定，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

报告查询：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http://www.jzhjkx.com/content/?1697.html，纸质报告
书可到我公司查阅。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
民、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代表等。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自网络链接下载公
众意见表填写后发至邮箱：2055597760@qq.com。

联系人：孙帅军 联系电话：15139118033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月15日至2月1

日，共10个工作日。

焦作佰利联合颜料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2月6日上午9时起在焦作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多媒体厅，公开拍卖焦作市东方红
广场人防718工程地下过街通道部分商铺租赁权，该工程位
于焦作市东方红广场环绕纪念塔周边解放路和塔南路下，共
78间，建筑面积约2806.09平方米，整体出租，租期10年。

承租要求：1.承租商家为法人或自然人；2.承租人需提
供：（1）经营业绩证明材料或第三方的租赁合同；（2）经营项
目发展规划书；（3）由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个人诚信报告；
（4）由会计事务所出具的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的审计报
告 （自然人需提供不低于200万元的资金证明），净资产不
少于200万元每年呈盈利状态。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2月5日下午17时（法定节假
日除外）前，携带身份证明及要求的相关材料报名，到我公司
查看相关标的资料后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30万元，竞

买保证金实行电子交易，竞买人须至银行柜台持竞买人本人
银行卡或手机网银转账，以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达拍卖人指定
账户为准。竞买不中者报名保证金于会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
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2020年2月4日~5日
展示地点：东方红广场
账户名称：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焦作新城支行
账 号：41050164630800000003
市人防办咨询电话：(0391)2118505 2118506
报名咨询电话：(0391)3568939 3568913
报名地址：焦作市阳光大厦B座一楼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23日

焦作市人防718工程地下过街商铺租赁权拍卖公告公 告
根据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5）山民一金初字第0007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将被执

行人直瑞花所有的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果园路建月花

园5号楼3单元5号的房产予以拍卖，具体事项请登录淘宝

司法拍卖网。

联系电话：19839122770 苏法官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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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柏生

临近年关，孟州市槐树乡源
沟村一派喜庆气氛。1月22日上
午，村百姓大舞台锣鼓喧天，人
头攒动，村民们聚集到这里，个
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为啥？
村里今天要分红！
吃过早饭，肢体残疾的贾

新法也随着大家一起去百姓大
舞台领钱，尽管他肢体残疾，

但精气神十足。
“这是恁家的。恁老两口共

计享受基本股 2 股、农龄股 4.1
股，总共305元。恁儿子一家4
口，儿子儿媳享受基本股、农
龄股总计 1.9 股，分红 95 元，2
个孙女享受福利股0.6股，分红
30元，全家共获得分红430元，
您拿好！”

接过属于自己的分红，贾
新法特别激动：“俺老百姓也成
股民了，也能从村里分红了，
真好！”

看着乡亲们一个接一个领
走属于自己的红利，看着他们
脸上的笑容，源沟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汤长军心里美
滋滋的。他告诉记者，在焦作
市委办公室驻村工作队和槐树
乡政府的帮助下，村里开展

“三变五合”产权制度改革，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成立源沟村集
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取得了孟州
市第一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记证。经过 3 个多月的辛勤工
作，股份合作社盈利约 5 万元。

源沟村两委会在充分考虑合作
社持续增收需要和股权总量的
基础上，经集体研究决定，留存
部分资金后，全村 731.6 股每股
分红 50 元，总计分红 36580 元，
平均每户分红约281元。

“合作社分红的收入来自哪
里？”记者问。

“一部分来源于农村干部实
训基地。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设立了乡村干部实训
基地，同时积极发展‘会奖旅
游’，通过提供会务用餐、教学

场地、实地课程、学习资料
等，集体增收1万余元；另一部
分来源于出卖全村农产品的利
润。”汤长军说。仅春节前这半
个多月，该村20座蔬菜大棚就销
售果蔬2000多箱，另销售小米1
万余公斤，盈利5万余元。

“今年我们将总结经验，拓
宽思路和销路，扩大集体合作
社的经营范围，争取年收入超
过 20 万元，到年底，争取每股
分红100元，让广大村民尝到改
革的甜头。”汤长军说。

源沟村分红了！
本报记者 李 秋

“真没想到，这么复杂的问
题不到 2 天时间就为我们解决
了，为高效率的‘企业纾困
360’点赞！”1 月 22 日上午，
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皇甫幼宇将一面写有

“高效赋能，为企业解忧”字样
的锦旗送到市企业纾困 360 平
台负责人的手中，感谢该平台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
急”的优质服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河
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是省
定2020年上市后备企业，目前
正在开展赴港上市相关工作，
其全资子公司修武县伊赛饲料
有限公司的土地房产抵押担保
正在银行进行融资，但由于种
种原因，暂不能办理抵押不动
产手续，导致企业上市进度受
阻。

1 月 13 日，皇甫幼宇来到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向市企业纾困 360 平台反映企
业的难题，希望平台尽快协调
办理不动产解押手续。由于存
在的问题涉及金融、不动产等
多个部门和单位，该平台指挥
长常恒光立即召集市金融工作

局副局长王钰鹏、修武县大数
据管理局局长武长保、修武县
不动产中心主任吴红霞召开综
合会商会，针对企业诉求，有
的放矢地进行分析研判，商讨
解决企业问题的方案。

1 月 14 日一大早，该平台
研判员刘占元赶到修武县与相
关部门进行沟通对接，终于排
除了企业土地房产抵押担保的
障碍，帮助企业办理了相关手
续。

“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找到‘企业纾困360’，本想
着春节前肯定办不成了，想不
到平台不到 3 天就把问题解决
了。‘企业纾困360’为企业解
难真是有温度、有态度、有力
度！”皇甫幼宇激动地说。

一面锦旗，一分真情。这
只 是 市 企 业 纾 困 360 平 台 用
心、用情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缩影。该平台自 2019 年 7 月 1
日成立以来，专注医治企业

“疑难杂症”，及时高效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已受理
企业求助 1786 件，办结 1711
件，在办65件，帮助焦作西部
产业聚集区 4 家企业、河南鑫
诚耐火材料公司、河南平光、
市活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等多
家企业解决了老大难问题。

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詹长松

“这几天的雨雪天气，大家
出行丝毫不受影响，更显示出
整修公路巷是惠民工程。”1月
16日，记者在解放区焦南街道
辖区的公路巷采访时，附近居
民对记者说。

“公路巷以前年久失修，
路面坑洼不平，严重影响群众
出行。”科艺南院居民议事会
主任高顺佳说。据了解，公路
巷两侧有科艺南院和公路局家
属院，居住着 300 多户居民，
是连接站前路和工业路的一条
重要通道。

“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努
力工作的方向。”去年 3 月份，
新调整的焦南街道党工委班子
借全市“四城联创”的东风，
将2019年定为焦南街道夯实基
础年，全力改善基础设施，为
群众营造优良生活环境。

道路问题和群众生活关系
密切。基于此，焦南街道党工
委书记金来斌多次到辖区搞调
查研究，中州北路需打通，中
州西路、中州南路、公路巷、
建法巷、中孚巷要修整，他都
一一记在了工作笔记本上。

经过焦南街道多方协调，
公路巷路面铺设工作得到了市
公路局的大力支持。2019年11
月10日夜，该街道机关工作人
员全体出动，到公路巷配合施
工单位工作。“从下午筹备，到

21 时开始铺设，再到次日 4 时
铺设完毕，所有人员都坚守在
现场没有离开。”该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褚莎莎说。当天夜里，
与公路巷同时铺设路面的还有
该街道辖区的中州西路。

在解放区委、区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在焦南街道和市、
区两级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 ， 500 余 米 长 的 中 州 北 路

“断头路”于2019年10月20日
顺利打通，中州社区内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环形路网，长期困
扰周边群众的出行难问题得到
了有效解决。“再也不用每次绕
行一公里多在拥堵路段接送孙
子了。”中州社区居民杜长顺说
起此事，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

结果群众拍手称赞，过程
却十分曲折。具体负责此项工
作的焦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廉
小国介绍，征迁、设计、建设
充分征询居民意见，聘请专业
管线企业深埋管线，降低道路
标高，在道路与居民家门口的
连接处加装雨水箅子，在道路
交叉口安装减速墩和反光镜，
做每一件事都从居民切身利益
出发，有效解决了汛期雨水倒
灌入户和居民出行安全的问题。

“截至目前，我们除了把去
年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全面完
成外，还对计划外的十八中工
行巷、河化巷等多条背街小巷
进行了修整，让群众实实在在
感受到了‘四城联创’带
来的红利。”金来斌说。

便民路修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张 鹏

1月16日上午，在纷飞的雪
花见证下，武陟县大虹桥乡老城
村的村民迎来了该村有史以来第
一次分红大会。

在老城村的文化广场上，拿
着内装500元崭新人民币的大红
包，村民高小庄切身体会到了变
身“股民”之后，村里合作社给他
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2019年8
月，老城村按照严格的章程成立
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以每年每667
平方米滩地350元、其他地块400
元的价格，将全村近90公顷土地
流转到合作社。合作社按每年每
667平方米滩地450元、每年每667
平方米其他地块600元的价格一
下子包了出去，净挣了七八万元。
这七八万元还只是老城村村民变
身“股民”之后的一部分红利。

历史悠久的武陟古老庙会

“十月二十大会”发源于老城
村。如何把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
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
势？老城村两委会经过认真研
究，注册成立了旅游股份合作
社，筹备举办了 2019 年大虹桥
乡“老城记忆”民俗文化节。通
过将文化节经营活动外包的形
式，旅游股份合作社实现了近10
万元的盈利。

这近 20 万元的红利给哪些
人分？不给哪些人分？分的人每
人分多少？在合作社成立之前，
老城村已将股份分为基本股、农
龄股和福利股3类，按照户口所
在地、年龄、性别等综合因素进
行身份的界定和股权的量化。

在分红大会现场，拿到土地、
旅游两个股份合作社共计881元
分红的村民王俊英显得颇为激
动：“这么多年来，还没见过村里
给大家分红，这多亏了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

老城村的新鲜事

本报记者 赵改玲

“邻里见面招招手，你我有
缘住同楼；邻里困难帮帮手，问
题面前不用愁……”1月20日下
午，记者在山阳区光亚街道工业
东路社区纺织厂家属院看到墙上
贴的“六手公约”时，心里暖暖
的。

行走在纺织厂家属院，记者
的感慨是：变化真大。

2019年5月，记者初次来到这
里时，看到的是垃圾爆桶、飞线充
电、环境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

纺织厂家属院建造于上世纪
80年代，曾经“疾病缠身”，存
在路面破损严重、墙体破旧不
堪、电线乱拉乱扯、垃圾容器数
量不足、视频监控数量不足、缺
少照明设施、大门破损严重等问
题。

从小在纺织厂家属
院长大的的哥刘先生，

对这里的居住环境不满意，前几
年在新区买了一套房，搬走了。

改 变 ， 从 2019 年 夏 天 开
始。光亚街道出钱出人，将院内
违章车棚拆除，新建两座车棚，
安装了智能门禁系统及充电桩，
申报了党群360民生项目；对楼
房外墙和楼道进行了粉刷和美
化，对电力线缆进行了捆扎。街
道还征求该院居民的意见，制定
了“六手公约”。

现在，该院居民走在院内感
觉是路平了、院美了、邻里关系
和谐了。日前，刘先生一家又搬
了回来。“和老邻居住在一起，
心里踏实。”刘先生告诉社区负
责人。

“邻里矛盾拉拉手，相互谦
让是朋友；邻里安全联联手；出
入无碍放心走；邻里卫生动动
手，环境优美争一流；邻里活动
牵牵手，和谐融洽到永久。”“六
手公约”，正是纺织厂家属院邻
里和谐、文明平安的生动写照。

“六手公约”奏响邻里和谐曲

春节临近，记者前往市体育中心春联饰品临时销
售点采访，看到购买春联、鼠年饰品的市民络绎不
绝，商家忙着补货，市民忙着挑选，一派欢乐祥和的
喜庆气氛。一走入焦作花卉市场，记者便被眼前一盆
盆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鲜花深深吸引。花好还需爱
花人。如今，买盆鲜花过大年已成为我市许多市民的
习惯。一家花店的店主张女士告诉记者：“今年买鲜花
过大年的顾客特别多，我每天都要卖出去几十盆花。”

上图 一家三口挑选鼠年饰品。
右图 顾客在挑选春联。
下图 顾客在购买盆栽鲜花。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鼠年脚步近 年味扑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