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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拟对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省保昌环保通用设备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企业”）10%股权进行公开转让。转让底价30万元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河南省保昌环保通用设备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 3月 16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元，公司注册地址为郑州市红专路 9号，经营
范围为环保通用设备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二、标的企业的股权结构
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10%股权；
自然人郭英社等15人合计持有标的企业90%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通过，并经河南省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截至2019年 6月 30日，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审计，标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645.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23.30 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577.68万元。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照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

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受让行为不存在
法律、法规障碍的中国公民。

2.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交易条件
1.意向受让方须接受并执行《河南省保昌环保通用设备工业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方案》内容。
2.受让方须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存续的标的企业共同履行与标

的企业原职工签订的劳动服务合同。
3.受让方承诺收购完成后，履行与转让标的企业有关的一切义务。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

订《产权交易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一次
性支付至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如因受让方原因未能签订《产权交
易合同》，或未能按时支付交易价款的，则其原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并承担因违约给转让方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2.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标的企业的财务报
表情况对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日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因盈利而增
加的净资产，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享有并收
取；因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不予
补足。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1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2020年 7月

23日 17 时。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只征集到1个意向受让方时，采取协
议转让方式转让，由产权交易机构组织交易双方按挂牌价与买方报价
孰高原则签约。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
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交纳 10万元受
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
或未按时足额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
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9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河南省保昌环保通用设备工业有限公司10%股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20）4号 东裕（桐柏）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阀门及深加工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东裕（桐柏）精密金属有限公司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查阅：
http://www.dongyu-valves.com/gs/gs.pdf
纸质版查阅：可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前往其办公场所进行查阅。
联系人：张总 13949384882，赵工 13676970561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边受影响的居民、其他工业企业职工、相关职能单位，以

及关注该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dongyu-valves.com/gs/gs.doc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

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张总 13949384882，赵工 13676970561
邮箱：1091200361@qq.com，418431113@qq.com
地址：桐柏县淮北工业城（南阳市桐柏县产业集聚区）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文发布起10个工作日内。

东裕（桐柏）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阀门及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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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采砂项目，设置1个采砂点，位于商城县境鲇鱼山水
库灌河水域达权店镇余家塆至管家塆段规划可采砂区，采砂作业为
水采，年开采量66.8万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对该项目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1.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kFeointM8vGLl
MTsNVWYg，提取码：hzzv。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请联系建设单位。

2.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建设地附近居民、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等。
4.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途径：公众自行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

邮寄信函或电子邮件将填写完整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6.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信阳信水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17633733377
邮箱：xyxssyyxgs@163.com

信阳信水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信水实业有限公司建材生产项目采砂及场地基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机构名称：河南骏驰实业有限公司

机构住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郑东）博学路 9 号中集物流园 G

座 1 楼

经营范围：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编码：41010578344898600

联系电话：18236760035

河南骏驰实业有限公司（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到期换证）

机构名称：河南骏海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郑东）商都路南、博学路西郑州
风神汽车园 A区 02 号

经营范围：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编码：41010055571609600
联系电话：15939023292

河南骏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到期换证）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康桥玖玺园项目的关

注和支持，康桥玖玺园项目作为康桥集团
2020 年重点改善楼盘，短时间内得到了市场
的高度认可，但目前尚处于前期咨询阶段，
为维护广大客户权益，防止上当受骗，现郑
重声明：1.目前市场上出现中介机构及个人
转让、销售康桥玖玺园房源等信息，请广大
购房客户不要盲目听信，我司已经报警处
理，等待警方进一步的处理结果。康桥玖玺
园营销中心为本项目唯一的销售窗口，项目
的销售信息以营销中心公示及公布信息为
准。我司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及个人销售
康桥玖玺园的房源。2.任何中介机构及个人
发布康桥玖玺园房源销售、转让信息，以任
何形式收取转让费，更名费或其他费用等所
有行为，本公司一概不予认可，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由涉事方自行承担。3.凡参与发布
康桥玖玺园项目不实信息的中介机构及个
人，因私自转让、买卖、更名引发的纠纷，对
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及经济损失的，我司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郑州康平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2 日

郑州康平置业有限公司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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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0年 7月26日 10时起至2020年 7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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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郑州市金水区科源路 5号 3 号楼 1 单元 4层
403号（不动产权证号：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
第005575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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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3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巩义市建设路 169 号 8 号楼付 11 号房产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
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拍卖公告

根据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秋萍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下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下列相对应的公司或个人。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
起，请下列表中债务人、担保人向下列表中相对应的债权受让人
履行合同义务。特此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特此公告。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3日

债权受让人 债务人 担保人 债权金额

杨秋萍

新乡市胜
丰啤酒原
料有限责
任公司

张克胜、张克
梅 、郭 长 梅 、
杨伟文、郭绪
云、新乡市宇
恒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2561830元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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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南省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
给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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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讯（记者 李佳 通讯员
王珊）“喂，您好，是派出所吗？我要报
警！院子里的电动车不见了，你们快过
来帮我看看吧！”近日，南阳社旗县公安
局唐庄派出所接到群众任先生的报警，
称家里进了小偷，院里的电动车被偷
了，希望民警能给予调查处理。接到报
警后，社旗县公安局唐庄派出所所长胡
沛立即带领民警陈栋梁、田东高赶赴现
场进行调查。

自“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唐庄派出所多点发力，切实提高见警率

与管事率，不断推进专项行动向纵深发
展，全力保平安，促稳定。但是依然有人
以身试法在大白天进行入室盗窃。在详
细的现场调查和询问之后，胡沛又耐心
地向任先生一家人做了思想安抚工作，
并保证用最快的时间破案，早日将犯罪
嫌疑人抓捕归案。民警连夜通过调取案
发现场周边的视频监控发现，一名男子
骑着疑似任先生的电动车，形迹十分可
疑，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通过综合研
判分析，于第二天早上 6时许，在赊店镇
建设北路附近发现了丢失的电动车。由

于该地段商铺与住宅较多，为避免打草
惊蛇，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民警采取
蹲点守候战术，于上午9点20分，民警顺
利将准备转移赃物的亢某某抓捕归案。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亢某某对其入
室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
疑人亢某某因涉嫌入室盗窃罪，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河南“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启动，今年主打“云招聘”，目前全省已征集人才需求56830人

面试你的可能是AI 还懂微表情

有警必出、闻警即动，竭力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蟊贼光天化日入室行窃 社旗警方快速破案

6月23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暨网上
招聘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办。

今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我省一年一度的人才盛会如何办？有哪些专
场？河南商报记者帮你打探。

2020河南“招才引智”包含四项活动

河南商报记者在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主要包含
四项活动。

在网上“招才引智”系列活动中，6~9
月举办毕业季高端人才网上招聘会，结合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业领域人才需求
等，在夏秋两季分别举办大规模综合性网
上招聘活动。6~11月份面向境内外举办
网上招才引智系列专题活动，聚焦装备制
造、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
联网、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
新兴产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关于“招才引智”主场活动，10月举

办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面向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高新技术
企业等广泛征集高端人才及项目合作需
求，适时遴选组织一批具有行业代表性
和发展潜力的用人单位，开展高端人才
招聘、进行项目推介对接。

在省辖市“招才引智”方面，下半年，
郑州、洛阳、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许昌、南阳、信阳等地都将组织专题活动。

此外，今年下半年，视疫情防控情
况，适时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
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等，赴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的知名高等院校开展招聘活动。

线上招聘为主，增加了网上签约功能

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与前两届大
会相比，今年的“招才引智”工作将更加
注重线上引才聚才。

“围绕‘云招聘’，我们升级改造了大
会 3.0版官网。”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这样可以实
现求职者和招聘单位在网络上的实时沟
通，同时增加了视频面试功能，求职者和
用人单位可以直接进行视频连线，在线
进行实时沟通和交流。

此外，基于面试功能的延伸，官网增
加了AI面试功能，主要借助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通过分析求职者的微表情，以及
相关的语音语调，包括求职动机，更深度
地挖掘求职者和岗位的匹配度及胜任
力，更精准地帮助HR找到合适人才。

“云招聘”下，官网还增加了网上签
约功能，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签约，既可以签订劳动合同，也可以签订
三方协议书，并支持电子签章。

目前全省已征集人才需求56830人

据了解，2018年以来，我省已连续成
功举办两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累计达成各类人才签约近 10万
人，签约人才项目1100多个。

对于今年的“招才引智”大会，自3月
全省启动人才(项目)需求征集以来，通过
大会平台共征集到全省 4903家单位的
9269个岗位，人才需求56830人。岗位需

求涉及71个专业，其中装备制造、医疗卫
生、人工智能、公共事业、教育行业人才
需求量较大。征集了包括中科院智联网
芯片实验室等在内的优秀项目263个。

从当天起，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可以
通过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微信小程序、微官网、订阅号等，登录网
上招聘平台，一键寻求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