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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3月 20日 10时起至2021年 3
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
郑州市郑东新区九如路东、龙湖外环南
路北12号楼3层301进行第二次公开
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55001366

河南东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购买武陟裕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陟孔雀城2.2期房子开
具收据遗失16张，0008020201号房屋，定金收
据，收据号：0077004（金额：10000元）首期款
收据，收据号：0077010（金额 59643 元）；
0008020301 号房屋，定金收据，收据号：
0077005（金额：10000元)首期款收据，收据号：
0077011（金额：64818元）；0008020302号房
屋，定金收据，收据号：0077006（金额：10000
元)首期款收据，收据号：0077018（金额：68054
元）；0008020401号房屋，定金收据，收据号：
0077003（金额：10000元）首期款收据，收据
号：0077012（金额：68700元）；0008020501号
房屋，定金收据，收据号：0077002（金额：10000
元）首期款收据，收据号0077013（金额：62541
元）；0008020901号房屋，定金收据，收据号：
0077008（金额：10000元）首期款收据，收据号
0077015（金额：71640元）；0008021101号房
屋，定金收据，收据号：0077009（金额：10000
元）首期款收据，收据号：0077016（金额：71640
元）；0008021201号房屋，定金收据，收据号：
0077007（金额：10000元）首期款收据，收据
号：0077017（金额：71640元），声明作废。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声明：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导致以
下单证遗失：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单，印刷流水号为
zx0008616、zx0008617、zx0008618、zx0008619、
zx0008620、zx0008621、zx0008622、zx0008623、
zx0008624、zx0008625、zx0009198、zx0009206、
zx0009207、zx0009208、zx0009209、zx0009210、
zx0009211、zx0009212、zx0009213、zx0009214、
zx0009215、zx0009216、zx0009217、zx0009218、
zx0009219、zx0009220、zx0009221、zx0009222、
zx0009223、zx0009224、zx0009225、zx0009226、
zx0009227、zx0009228、zx0009229、zx0009230、
zx0009231、zx0009232、zx0009233、zx0009234、
zx0009235，共41份，每份3联，共123联；机动车安
全统筹服务批单，印刷流水号为zx0000894，共 1
份，每份3联，共3联；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书
河南泰胜达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
定，以及债权转让人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与债权受让人钟克冬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
将债权转让人对你方所拥有的并为法院（2019）豫
0191民初16119号、（2020）豫01民终5174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认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人钟
克冬，与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
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钟克
冬履行全部义务。

债权转让人：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债权受让人：钟克冬
日期：2021年03月02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规定，现将变更登记的企
业予以公告。郑州市郑东新区枫华
幼儿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建
华变更为陈红红，举办者由河南省优
学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变更为王子玲、
河南爱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任希
武、陈红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
91410100MA45Y93324，登记日期
是2021年2月25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3月4日10时起至2021年3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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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AA07F5奔驰牌4MATIC小型客车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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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法
院”）。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
拍卖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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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3月4日10时起至2021年3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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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AJ81F8凯迪拉克牌SGM7360SRX小型客
车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法院”）。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加
拍卖活动，拍卖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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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3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3月21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
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迎春街52号7号楼4单元12层848房屋
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股东会决议
2021年3月1日上午9时，在兰考县神人助粮

油有限公司二楼办公室召开了兰考风调雨顺陆港物
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会议；会议有张运生主持，参加
会议的有张运生、兰考裕盛粮油有限公司，河南中东
投资有限公司缺席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采用举手表
决的方式，兰考裕盛粮油有限公司以35%的表决权、
张运生以49%的表决权共84%的表决权，表决并通
过了以下股东会决议：

1、张运生把49%的股权转让给黄修真。
2、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运生变更为黄修真。
股东同意以上决议并签字盖章

2021年3月1日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
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
环境影响评价补充公示

受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委托，中
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进行新
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雄
安新区至商丘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
于梁山县和商丘市部分线路方案调整，
现就调整路段征求环评公众意见。

请公众登录梁山县人民政府（http:
//www.liangshan.gov.cn/）、商丘市人
民政府（http://www.shangqiu.gov.cn/）
网站查阅信息公告，通过网站链接下载
报告书和征求意见表格，并通过电子邮
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在公示期间将填
写好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我们。

地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东七道
109号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工17152071619
邮箱：huanping_jxs@163.com
传真：022-6057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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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范婀娜，身份证号：41292419

711005342X，现持有河南合众郑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股份数量为 30％，现因本
人自 2020 年 4 月份以来从未参与公司
经营以及其它原因自愿退出河南合众
郑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并郑
重声明自 2020 年 4 月份以来公司一切
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范婀娜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4月29日10时起至2021年4月30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惠济区
天河路669号院10号楼1-3层6号（不动产权证号：
1201208909）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
网址：http://sifa.jd.com/2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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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4月5日10时起至2021年4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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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郑
密路48号院4号楼东3单元38号（不动产产权证号
为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045072号）房产一
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
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法
院”）。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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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3月23日10时起至2021年3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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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太康路36号-1层
201号（不动产权证号1601086773）、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东太康路36号4层009号（不动产权
证号1601268681）房产两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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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3月3日

河南商报讯（记者 崔文 文/图）近日，郑
州市控尘办印发了《郑州市重点项目扬尘污
染专项治理方案》，决定利用两个多月的时
间对部分重点污染源进行专项治理。为了
落实方案，压实属地和企业的扬尘污染防
治责任，改善空气质量，3月 2日，郑州市控
尘办督导七组前往荥阳市，对荥阳市辖区
内的重点项目进行督导。

督导七组首先来到荥阳市广武镇某施
工工地，对之前发现的扬尘污染问题“回头
看”。督导七组人员看到该工地整改效果明
显，指出要加大工地内部道路清扫保洁，做
到现场不起尘、车辆不带泥上路。

G234 线郑州境内 G310 以南段改建工
程，起点位于荥阳市G234（原 S232）与G310
交界处，终点位于新密G310互通式立交，路

线全长13.51公里。
督导七组沿G234线巡查，发现个别标

段存在黄土裸露、道路有积尘、洒水降尘不
及时等问题，督导七组现场会同荥阳市交通
局、荥阳市控尘办、属地乡镇共同分析问题
原因，要求施工方拿出下一步整改措施。

督导七组相关负责人说，近日，郑州市
控尘办印发了《郑州市重点项目扬尘污染专
项治理方案》，并多次召开现场会，要求对重
点污染源进行专项治理。项目工地要提高
思想认识，迅速行动，加大对扬尘污染防治
的力度，查漏补缺，对自身存在的扬尘污染
方面的问题加快整改。同时夯实属地责任，
使企业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真正发
挥价值，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

《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放宽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条件，扩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范围，放
宽免除反担保范围。

各区县（市）在组织编制县乡级国土
空间规划时，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用
地指标，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

郑州还将持续实施返乡入乡创业培

训行动计划，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
业者给予200~1500元的创业培训补贴。

来郑创业吧 减免房租水电还发钱
郑州定了个“小目标”，明年年底，力争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8万人，带动就业30万人以上

到明年年底，郑州力争有10个以上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园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力争达到8万人；每年评选30名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每人奖励1万元……

日前，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郑州市进一步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实施方案》
（简称《实施方案》），拿出13项具体举措给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支持和优惠。

郑州市控尘办督导七组前往荥阳市督导重点项目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实施方案》定下“小目标”：至 2022
年年底，郑州全市力争有10个以上省级
返乡创业示范园区、25个以上省级返乡

创业示范项目（优秀项目），各类返乡入
乡创业人员力争达到 8万人，带动就业
人数达30万人以上。

返乡入乡创业人员8万人 带动就业30万人以上

措施

措施

《实施方案》提出，郑州将持续优化
创业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
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同时，向社会公开
征集、聘任一批志愿创业导师，纳入郑
州市大众创业导师服务团管理。

郑州支持各区县（市）依托现有各类
园区，改造提升一批乡情浓厚、特色突
出、产业集中、营商环境良好的返乡入乡
创业产业园。鼓励各区县（市）建设一批
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平台，将其打
造为综合性返乡入乡创业孵化载体。

精简行政许可事项 征集志愿创业导师

“真金白银”支持 房租、水电费等均有补贴

根据《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创业
人员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35
万元，高校毕业生不超过40万元。

市本级每年评选 30名农民工返乡
创业之星，每人奖励 10000元；对符合条
件的返乡入乡创业农民工，持续正常经
营3个月以上并带动3人以上就业的，给
予 10000元的一次性返乡创业补贴，除

此之外，对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的返乡
创业市场主体也有相应奖补。

税费减免方面，返乡入乡创业企业
发生的房租、水电、场地租赁费等，农民
工等人员建立的返乡下乡创业农村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所需的场地租金和网络使
用费，按情况给予 50%的补贴，年补贴最
高限额两万元，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2

措施 放宽贷款条件 实施创业培训行动计划3

更多针对入郑创
业人员的优惠措施，
扫码查看吧

郑州市控尘办督导七组在工地现场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