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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刘千涛，身份证号：4108811986032
48019，不慎将郑州环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开 出 的 装 修 恢 复 押 金 收 据 丢 失 ，票 据 号 ：
0007178，金 额 ：￥2000.00（大 写 ：贰 仟 元
整），票据号：0007179，金额：￥ 4500.00（大
写：肆仟伍佰元整），票据号：0007171，金额：
￥ 5800.00（大写：伍仟捌佰元整），特此声明
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与郑州环
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无关。

2020 年 6 月 19 日

登报声明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7月 17日 10时起至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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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二
七区嵩山北路93号院3号楼3单元35号（不动产
权证号：1301189986）房产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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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9日

拍卖公告

根据河南乾鼎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姜歌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河
南乾鼎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将对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姜歌。现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现请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自即日起，依照借款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向姜歌履行还款及担保责任。

受让人联系方式为姜歌，139 0371 6168
序号 1：借款人名称：石良、张爱萍、张春艳、栗玉龙；合同编号、名称：

930022017331613《综 合 授 信 合 同》；本 金（元）：240000；利 罚 息（元）：
65552. 37；保证人名称：郑州市好润来润滑油有限公司；原贷款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序号 2：借款人名称：马利利、李少伟；合同编号、名称：93005201601
8568《综合授信合同》；本金（元）：200806. 81；利罚息（元）：95759. 25；保证
人名称：李少锋、杨杰、石小明、崔向华、郑州联梦建材有限公司；原贷款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序号 3：借款人名称：赵心亮；合同编号、名称：930172016000708《综合
授信合同》；本金（元）：850000；利罚息（元）：119306.1；保证人名称：河南京
都快递有限公司；原贷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注：该公告债权金额包含本金、利息、罚息，计算截止日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

特此公告、通知（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合同及债权凭证为准）。

河南乾鼎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姜歌债权转让联合公告、通知
我行现将截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经我行多次催收后均未归还的

信用卡长期逾期客户名单公告如下：请相关持卡人自公告之日起十
日内到中国农业银行任一网点偿还所欠全部款项以免影响你的个
人信用。否则，我们将采取合法形式向欠款人追要欠款。以下为欠
款人所有明细：
序号 卡号 姓名 证件号 逾期金额（元）
1.6259960234092740、皇月华、41270119791221252X、66590.47；
2.6259960293743209、丁若男、412725199005140024、35248.10；
3.6282690001683170、尤振江、412725197001275053、93194.34；
4.6228370070489430、谢俊卿、412725197801187019、54554.07；
5.6259960068114859、杨一轩、412725199203200411、26276.95；
6.6253360128554705、张光宇、412725197612010011、21906.17；
7.6259960293743167、朱峰、412725197704150337、27678.07；
8.6259960293744587、王杰、412725198202230315、27463.91；
9.6259960234091569、葛俊芝、412725197002093286、45160.88；
10.6259960234094316、姬鹏超、41272519810516001X、22690.03；
11.6259960360177141、刘春枝、412725196903013867、27526.55；
12.6253360131626888、周彩霞、412725197001050364、23494.33；
13.6259960234092427、秦春梅、412725198205246929、30068.16；
14.6282690001683857、李健、412725197403233470、32296.68；
15.6282690002217812、孟玉春、412701198110180022、21027.76；
16.6282690000700322、张风杰、412725196708150073、38009.71；

17.6259960070642616、李中华、411628199111190634、22348；
18.6259960275686954、魏玉杰、412725198709217195、33196.93；
19.6259960275685659、胡玉梅、412725198009223869、19897.18；
20.6253360124639666、刘威、412726198008110869、5761.65；
21.6259960358837391、胡悦喜、412725196909044613、5805.74；
22.6253360131626664、田书英、412725197807116529、31392.51；
23.6259960390092237、宋海军、412725197112025030、7933.95；
24.6259960278443320、刘文化、412725198609265034、22696.90；
25.6259960234176923、王铁山、412726198204141232、5410.10；
26.6253360131626896、朱翠荣、41272519670816036X、18740.23；
27.6259960234099992、张团结、412725197705081513、176.51；
28.6259960234099778、陈付万、412725198512058653、5667.40；
29.6259960234099232、任东梅、412725198112130708、19721.75；
30.6259960234097848、常雪涛、412725197810230015、20840.30；
31.6259960457027415、张国杰、412725198010046214、45621.60；
32.6259960234094175、谢宝坤、412725198609083492、22944.19；
33.6259960234092138、邹晓慧、412725198406245068、28439.55；
34.6259960388741449、胡嘉辉、412725198405154228、11306.81；
35.6259960358837102、郑伟、412725198311223018、5631.86；
36.6259960312482847、刘杰、412725198012115770、7869.99；
37.6259960428047229、刘自强、412725196902276155、11748.04；
38.6259960068099308、丁丽、412725198103104225、26354.16。

中国农业银行鹿邑县支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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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讯（记者 李佳 通讯员
夏仲宽）自从警以来，他一直站在打击
犯罪、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先后荣立

“三等功”两次，2012年被评为“河南优
秀人民警察”，2017 年被评为“全市优
秀人民警察”，连续多年被表彰为“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用扎实工
作和无私奉献践行着一名新时代公安
干警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他就是
优秀共产党员，二级警长，历任派出所
指导员、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现濮
阳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警务综合室
负责人付志刚。

2004 年至 2008 年，在监管支队工
作期间，他踏实苦干，勤奋好学，任劳
任怨，业务工作很快熟练上手，深挖摸
排犯罪线索，侦破了全省具有影响的
2007“3·18”绿色庄园两人被杀案。就
如何摸排疑难案件线索协助破案，总
结出一套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其
间，摸排线索 200余条，破获案件 7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余人。在管教
工作中坚持原则，贯彻言教与身教相
结合，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感染、启
迪、陶冶每一名罪犯的心灵，使教育改
造罪犯工作收到良好效果。2008年至

2011年先后在胡村派出所和皇甫派出
所工作。在基层派出所工作期间，坚
决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扎实
为群众办实事，化解矛盾纠纷 67 起，
得到了广大群众一致好评。在昆吾分
局治安管理大队工作期间，秉公执法，
连续办理了 8 起食药案件，依法起诉
20 余人，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2015 年以来，在工业园区
分局担任警务综合室负责人期间，钻
研业务、忘我工作，围绕全局工作，服
务领导决策，当好参谋助手。在工作
统筹上，认真对待，超前谋划，方方面

面的细节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安排到
位。在综合室只有两名民警的情况
下，加班加点，工作成绩突出，2019年，
综合室负责的绩效考评项目在全市公
安机关排名第二。

付志刚始终在自己的岗位上保持
着知难而进、勇于实践的工作热情，自
我加压，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只争朝
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踏实务实、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爱岗敬业、勤于
钻研的工作态度，严于律己、廉政为民
的高尚情操已经深深融进了人民警察
的血脉。

据悉，6月 20日是郑东新区自动驾
驶公交正式试运行的第一天，该条线路
也是我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商业应用验
证的智能公交线路。

宇通客车产品管理工程师王硕介
绍，这款智能公交车车身长12米，车辆外
观采用全屏手机式的设计理念，前后围
设置蓝色氛围灯带、流水指示灯，尽显科
技感、未来感。通过 5G车路协同技术、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结合智慧
站台、智慧场站等一体化管控系统，实现
了驾驶车辆智能监控、安全预警和与其
他社会车辆的同域协同运营。

该车车厢内采用一级踏步结构，轮
罩处座椅采用一体式成型座椅，扶手杆
采用的是无螺钉设计的高铁式扶手杆，
全液晶仪表、AR交互系统，提升驾乘体
验。车辆运行时较为平稳，乘车体验跟
正常公交没有什么差别。

“车上的座位数是 26个，可乘坐 80
多人。车辆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 25公

里，部分路段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50公里。”王硕说，本次试运行的线路全
长 17.4公里，经如意西路串联金融岛中
环路，沿线共设置数字化站台 19组、34
座，首批上线L3级自动驾驶巴士 12辆和
L4级自动驾驶巴士 2辆，通过 5G车路协
同技术，可以实现信号优先、盲区监测、
车速诱导、精准进展等多项功能。

郑东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自动驾驶公交项目的运行，对丰富完
善数字应用场景、提升市民公共交通
出行体验、助力中原科技城创新要素
集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郑
东新区不断抢抓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核心区建设和新基建布局的机遇，
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
字化，积极推动以 5G、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为代表
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全区实
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河南商报讯（记者 马俊峰）6月 19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 2020年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上通报，今年我省将通过筛查考
生健康状态数据、每个考点增加一名“防
疫副主考”等措施，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
2020年高考，我省将严把健康监测关，严
格落实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考前14天健

康监测制度。
其中，对在校就读考生，由就读学

校负责从考前第 14天开始，每日体温测
量、报告。对未返校的对口考生或者专
升本考生需提前 7天返校，由就读学校
集中封闭管理，做好健康排查和监测。

对出现发热症状或从外省中、高风
险地区返校的考生进行核酸检测。

考前第 14天和考前第 3天由当地考

试机构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对所有考生进
行健康状态数据筛查，出现异常情况的
考生考前由教育招生部门会同卫生健
康、疾控和医疗机构综合研判是否可按
照要求参加考试。在考前 14天，对所有
考试工作人员进行每日健康监测，体温
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考前 3天内有发
热症状的不得参与考试工作，确保不把
疫情带进考点。与往年不同，今年我省

首次为每个考点增设一名“防疫副主
考”。卫生健康部门要为每个考点派驻
一名防疫副主考，专职负责疫情防控和
突发疫情事件处置等。

扎根基层为百姓 无怨无悔尽职责
濮阳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警务综合室负责人付志刚，自我加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连续破获多起大案

自动驾驶公交在郑东新区开跑
目前为试运行 该条线路是我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商业应用验证的智能公交线路

河南发布高考相关政策，所有涉考人员考前14天需进行健康监测

每个考点增设一名“防疫副主考”

6月20日上午，一辆外观酷炫的公交车从郑州市众意路和北三环交叉口附近的
公交场站驶出，穿过正在建设中的龙湖金融岛，驶向北三环如意西路公交站。与普通
公交车不同的是，该公交车司机双臂交叉抱于胸前，双眼紧紧盯着前方的道路，准备
随时处置突发状况。

郑东新区管委会供图整装待发

关于考学那些
事儿，请关注河南
商报“家有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