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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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途径：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 https ： //pan .
baidu . com/s/1rOSJ3Qc0ohCX4zTPOSEKrQ（提取
码：w98n）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发送邮件
至 853408662@qq . com 或 致 电 0371-55209916
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参与对象包括新密市及大隗镇相关政
府部门及单位、规划编制单位、相关专家、规划
范围内及周边村民、规划园区内现有企事业单
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s : //pan . baidu . com/s/1fTCB46
f9c5O814lYs2JmRQ（提取码： b0cx）
四、公众提出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 书信、 电子邮件等方
式，向规划筹建单位或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筹建单位：新密市大隗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尚书记
联系电话： 18638700333

�������邮箱： 949871366@qq . com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河南首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 0371-55209916

�������邮箱： 807676812@qq . com
�������邮寄地址： 郑州市新密市周甘路大隗镇人
民政府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4 月 15 日 -2019 年 4 月 26 日（10
个工作日）

新密市循环经济专业园发展规划（2018-2030）规划环评二次公示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河南佳港实业有限公司达园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鄱阳湖路以南、长安路以西，项目占地
面积 6327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7252.61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投标资格要求如
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
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
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与招标文
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5 日 -2019 年 4 月 19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四、招
标文件获取办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政建设
环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
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86196268。 招标
人：河南佳港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093192675

河南佳港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5日

招标公告
星联中心项目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七里河南路南、

嘉园东路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9775.37 平方米，小区总建
筑面积 103219.79 平方米。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
务企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
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有欺诈、违约、
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5 日
-2019 年 4 月 19 日。 三、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
线上报名；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
南路与宏图街交叉口西南角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
理局直属分局物业服务管理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
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7880556；招标人：
河南星联万嘉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98869511

河南星联万嘉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5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文/图）13日，
第二届郑州轻餐饮品牌市集展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我
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等数万餐饮人参加，展
会的举办也标志着中原新餐饮的发展逐
步走向平台化、规模化、品牌化的新趋势。

据了解，轻餐饮是餐饮行业近年来提
出来的新概念，是指两顿正餐之间的非主
餐时间里，以休闲放松、味觉享受为目的，
给人提供能量适当的食物，受到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青睐。此次参展吸引了有味全、
口杯先生、帮吉国际、豆吉烧仙草等10多
家知名品牌商和供应商。

本报讯（记者 成燕）13日，第十九届
全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秘书长联席
会议暨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大会在郑举行，我省 9 人获
授商业流通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功勋
人物。

据了解，今年恰逢河南商业行业协会
成立 30周年，为回顾梳理河南商业发展
历史，大会特别颁发“河南商业流通业改
革开放 40周年功勋人物、杰出人物、新锐
人物奖”。

其中，功勋人物奖分别为：丹尼斯集团

董事长王任生、原郑州亚细亚集团总经理
王遂舟、新田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太广、河南
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徐平、优泽汇购物广场董事长皇甫立志、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树、郑
州市商务局原常务副局长阎铁成、郑州华

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淑云、欧亚
集团郑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赵霞。

在论坛阶段，围绕“河南智慧零售商业
发展”主题，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展开互动
交流，分享真知灼见。

20多年前，郑州商战硝烟从二七商
圈熊熊燃起，“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
细亚”的广告语亮相央视，定格为中国商
业永恒的精彩瞬间。

20多年匆匆流逝，昨日，在河南省商
业流通业改革开放40周年功勋人物颁奖
现场，已是花甲之年的原郑州亚细亚集团
总经理王遂舟站在领奖台上。作为中国
商业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的颁奖词引发数
百名商界精英热烈掌声：“他首推的微笑
服务成为那个年代的一股清泉；他首推的
升国旗仪式成为那个年代的一股暖流；他
首推的国旗仪仗队成为那个年代的最亮
丽风景……”

颁奖结束后，和记者聊起 20多年前
的商战硝烟岁月，他依然记忆犹新：“在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折的特殊历史阶
段，郑州亚细亚现象打破了国内商业长久
的沉寂，怀着‘为河南人争气、为郑州人争

气、为年轻人争气’的朴素信念，我们认真
学习国外先进商业经营管理理念，拉高国
内商业坐标，深刻认识到零售的本质是服
务，提出要把顾客真正地当作上帝这一服
务理念，锁定妇女、儿童目标客户群体，为
顾客提供优雅的购物环境和温馨的服务
措施。‘亚细亚’开创了很多全国第一，比
如第一个在商场设置自动扶梯，专门设置
电梯迎宾小姐，率先在央视打出‘中原之
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的鲜明广告语，
不断创新推出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

商都郑州因商战而名扬全国。20多
年弹指一挥间，作为郑州一次商战的引领
者和重要见证者，王遂舟对郑州商业未来
发展有哪些思考？

王遂舟简单思考后梳理出三点建议：
唯有创新、唯有创造才能“以变应变”；做
商业要敢于实践尝试符合大众消费心理
和习惯的新型模式；同时经营者切记不要

贪大求全，一定要做到专而精，让市场真
正接受。他还表示，郑州交通枢纽优势
明显，具备发展大商业、大物流的先天优
势，经过几十年发展，郑州商业已站在全
新的发展阶段，只有持续创新，跟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才能创造出郑州商业发展
新时代。
记者 成燕 文/图

2019知识产权南湖论坛
在郑举行
专家学者为应对新时代
知识产权保护挑战献策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君 张竞昳）4
月13日、14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原工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政
法大学主办的 2019知识产权南湖论
坛：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研讨
会暨第四届知识产权中原论坛在郑
州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英国、中国等国家或地
区的知识产权官员、专家学者等 1200
余人参会，为应对新时代知识产权保
护挑战、构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献策谋划。

据了解，“知识产权南湖论坛”是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重点培育和全力打造的知识产权学术
盛会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于 2004年
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5届。

今年的活动共设置 7个分论坛，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的主办
方之一，中原工学院在 2014年成立
了河南省首家“知识产权学院”，
2015年牵头组建了“河南省知识产权
研究会”。

本届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同时举办
了“中商所杯·IP新叶奖”论文评选。

近年来河南省和郑州市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工作，首只 3亿元规模的重
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正式投入运
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
交易运营（郑州）试点平台成功获批。

2018年，郑州市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 13件，预计 2019年将超过
16件，万众创新能力快速提升。

我省9人获授商业流通业
改革开放40周年功勋人物

河南商业流通业改革开放40周年功勋人物
原郑州亚细亚集团总经理王遂舟:

唯有创新、创造才可“以变应变”

轻餐饮成为时尚风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