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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开封市中
博商贸有限公司单户不良债权进行处
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涉及本金及利息等
相关权益截至债权基准日共计为人民
币 4463.72 万元，其中本金 4080 万
元、利息 370.86万元、垫付费用 12.87
万元，债权项目位于河南省开封市。
资产明细如下：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债
权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既有

可能对资产单户处置，也有可能打包处
置。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详
细情况请登录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网站：www.zyamc.net或中原金
融资产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ccfaex.com查询，或与以下交易联系
人接洽。如有购买意向，按照我公司要
求办理相关手续并与我公司签订相关
保密协议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次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
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
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关联人或者上述人员及其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人员
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
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
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董先生 0371-61777589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才高街6号
邮编：45001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

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0371-61771789
监督管理部门：河南省财政厅国

有金融资本监管处 0371-65802225
河 南 省 地 方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局

0371-6969081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开封市中博商贸有限公司单户
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债务人名称

开封市中博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080

利息余额

370.86

垫付费用

12.87

债权基准日

2022年 7月 6日

担保情况

借款人名下位于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公园路30号房产及开封假日酒店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开封市大梁路57号1号客房楼提供抵押担保，开封中州国际饭店
有限公司、开封航天铜锣湾百货有限公司、吕广萍、邢星、吴鲲提供保证担保。

关于林蒙慧、方龙、沈明宇分别
申请执行王鹏涛名誉权纠纷三案，因
被执行人王鹏涛未履行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现公告如下：

一、侵权事实：方龙艺名“毕加
索”，沈明宇艺名“沈雨萱”，林蒙慧艺
名“小海豚”，三人均是 YY平台娱加
知名主播。王鹏涛使用昵称“简单小
幸福2008”以及“简单小幸福”在百度
帖吧上的“尐家军吧”多次对原告三
人进行歪曲影射，捏造事实损害三人
名誉。多次以嘲讽、诅咒方龙及其家
人，捏造不实信息、使用下流粗鄙语
言诋毁沈明宇、林蒙慧等方式，长期、
恶意侮辱、贬损三名主播。王鹏涛的
前述行为，已经对不特定的多数网民
产生不良影响，使方龙、沈明宇、林蒙
慧遭受辱骂性评价，降低了他们品
德、声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影响了

他们的演艺事业和形象，造成了精神
伤害及经济损失。二、判决结果：济
源 市 人 民 法 院 分 别 作 出 (2021) 豫
9001 民初 9256 号、9254 号、9255 号
民事判决书，内容 1.王鹏涛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立即停止对三名原告名
誉的侵权行为，删除其在“百度帖吧”
所发布的侵权帖文；2.王鹏涛在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在涉案百度帖吧“简单
小幸福2008”首页置顶位置公开发布
道歉声明并保留 7日(赔礼道歉内容
须经法院核准），如不履行该义务，本
院将依原告申请在相关媒体公布本
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王鹏涛负
担；3.王鹏涛向三名原告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4.王鹏涛赔偿三名原告经
济损失和合理维权成本。

济源市人民法院
2022年7月 11日

方龙、沈明宇、林蒙慧等诉王鹏涛名誉侵权纠纷案
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

(2022)豫 9001执 721、864、867号

7月 23日，随着拼装平台上的主
桥钢箱梁左幅主体纵向顶推 125m
再经过横向顶推 24.5米并徐徐降落
2.7 米后顺利落梁至预定位置，由中
铁十八局承建的鹤山省道S270线扩
建佛开高速跨线桥首次顶推横移落
梁工程顺利完成。据了解，该项目是

广东江门市公路网的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鹤山工业城（中欧园区）骨干
公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通车
后将加速推进江门地区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为国家级中欧合作样板区建
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杨锦辉 朱灿）

畅通路网促发展 重点工程新突破

为进一步巩固“三资”提级监督
成果，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
度和会计制度落实见效，规范村级小
微权力运行，做好村社分账管理等工
作，近日，郑州中牟县东风路街道组
织召开农经信息一体化农银互联系
统业务培训会，东风路街道三资中心
工作人员和辖区 8个行政村报账会
计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由北京世纪
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进
行讲解，会上，培训老师以“理论+实
操”相结合的方式，对农银互联系统
的功能、业务流程，村级资金支付、网

上审批、配置管理等进行了详细的理
论知识讲解和操作演示，并就参会人
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培训现
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会后，各村报
账会计逐一进行了农银互联系统实
务操作，并对实操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交流讨论。“利用农银互联系统
规范记账，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
率，也为村级集体经济规范化管理提
供了保障，今后，我们还会开展此类
学习培训，推动农村经济信息化、数
字化管理。”东风路街道三资中心主
任高艳萍表示。 （程治）

开展农银互联系统培训 提升“三资”提级监督实效

禹州市在抓禁毒工作中全面落实
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进一步构建了“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齐抓共管，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新格局。
禹州市委、市政府先后投资400余万
元，高标准建设了禹州市禁毒教育基
地、禁毒主题公园和禁毒文化宣传街，
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
沉浸式体验、学习禁毒知识，进而提升
识毒、防毒和拒毒的意识和能力。依
托禹州市禁毒教育基地，专门设立办
公地点，抽调综治、宣传、公安、教体、

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办公。
同时，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推动建
设禁毒办公室以及社区戒毒（康复）办
公室，明确软硬件建设的规范，全力提
升基层禁毒治理能力。并要求市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市纪委监委、市政
府督查室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不落
实或敷衍了事的，予以严肃追责。扎
实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始终保
持对涉毒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深挖涉毒线索，严厉打击吸毒贩毒等
违法犯罪行为。 （张汇涛）

禹州市全力打造禁毒工作新格局

为扎实推进“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走深走实，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洛阳
市洛龙区古城街道扎实落实领导干部
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确保干部沉
下去、民情浮上来、联系零距离、服务
全覆盖。近期，在走访中，街道领导了
解到一社区居民先天残疾，父母离异，
目前与爷爷仅靠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
持生活。得知情况后，多次入户慰问，

了解诉求，寻求帮扶措施，最终在街道
办与洛阳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服务
中心的帮扶下，为其解决了就业问题，
每月收入近2000元。自领导干部普
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落实以来，街道
班子成员每周二带领驻点联系团队走
访入户，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梳理
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意见建议台账
和问题清零台账。 （王上清）

倾心竭力办实事 排忧解难聚民心

为提高群众防范电信诈骗意
识，扎实争创“无诈城市”和“三零社
区”，结合正在开展的“百日行动”，7
月 21日，鹤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举行了创“无诈城市”和

“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敲门行动”活
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局长王
水林宣读了活动方案，并对行动的
工作目标、人员、措施等进行了明确
和要求。随着“敲门行动”正式启
动，参战各单位迅速行动，在中鹤国
际小区分包楼栋逐户开展反诈宣

传。此外，该局精心设计制作了一
批反诈宣传箱，安装在小区各楼栋
口醒目位置，使居民能随时了解反
诈信息和知识。当天共入户宣传
1000 余户，发放宣传单 2000 多张，
手把手指导 500多名群众下载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APP，反诈宣传行
动开局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下
一步，该局将深入推进反诈宣传“敲
门行动”，逐小区完成“敲门入户”反
诈宣传，确保辖区小区全覆盖、住户
全覆盖。 （季一霞）

全民反诈宣传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为提升普法工作力度，净化辖区
治安环境，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法
学会城西工作站以及城西办事处综
治办普法宣传员和专职巡防队员，联
合城西派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引
导居民懂法守法。为了使宣传取得
实效，城西办事处宣传员在辖区内人
群密集处摆放展板、发放宣传页，通
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着重针对以提
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

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
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
名实施的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诈
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为辖区居民和老年人进行深入讲
解。此次活动切实提升了普法宣传
力度，强化了宣传工作质量，进一步
提高老年群众法律观念，增强法制意
识，营造法制社会环境。 （张英勇）

防范养老诈骗 推进“三零”创建

2022年度“六专行动”（深化巡视
整改、加强科技创新、清理低效无效
资产、提升基础管理、推动信息化建
设、狠抓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中建路桥集团安阳项目科学谋
划、迅速部署，积极推进“六专行动”各

项工作。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认真
学习传达集团工作方案，并组织专题
工作研讨会。同时积极创新学习载
体，充分利用电子宣传屏，制作“2022
年度六个专项行动解读”专题海报，
进一步扩大宣传面。（刘杨 杨玉强）

迅速部署 扎实推进2022年度“六专行动”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许县厉庄乡
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开创全乡统战
工作新局面。组织建设到位。成立
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把统战工作纳
入年度工作计划，实行目标管理，做
到有组织领导、有专人负责，切实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工作形式到
位。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创新工作
形式，同时充分发挥统战工作联系

广泛的优势，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积
极参与各种活动。各阶层人士管理
到位。抓好统战维稳工作，在全乡
范围对党外知识分子等统战对象进
行深入摸底，切实服务和谐稳定大
局。统战宣传到位。充分运用网络
媒体对基层统战工作动态进行宣传
报道，进一步提高统战工作的影响
力，充分展示基层统战工作的良好
形象。 （张婧）

“四到位”做好乡统战工作

近年来，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始
终牵住党建“牛鼻子”，依托沿黄生态
经济带的得天优势，抢抓“兰祥”同城
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致富能手的引领带头作用，不断
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模式，主动对
接、融入、发展郑开兰产业转移项目，
大力发展“幸福农场”“绿康园”“灿
超”等食品品牌，培育春城种猪、崇溪

水产两个养殖基地，发展德宁制衣、
楠楠制衣等四个规模以上企业，壮大
红花、葡萄、哈密瓜等一批种植基地，
引进通茂管桩厂等项目，深入挖掘农
副产品资源、文旅资源，释放项目潜
力、产业潜能，形成产业集群化、规模
化发展，形成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
的乡村振兴新格局，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王凯）

开封市祥符区：党建引领发展 产业支撑振兴

单位：人民币/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