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商报讯（记者 郭爽爽）9月26日上午，
第二十四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
会在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全球51个国家与地区的3万多名客商，共赴
金秋时节美丽天中之约。

据了解，今年农洽会的主题由“创新引领
农产品加工业，产业振兴助力全面小康”，提升
为“提升农产品加工业，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更加顺应时代要求。
在全国农产品加工产品展区内，河南商报

记者见到了不少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提升、高
质高效发展的企业。

在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产品展区内，有家安
阳市双强豆制品有限公司，带队参展的内黄县
农业农村局的宋红立表示，就在采访的半小时
前，一位15年前的老客户还专门找了过来，“他
说15年前就批发双强的腐竹。’”

众多参展企业在这里结识了新客户，又与
老客户重逢。相信这种喜悦，以及为企业带来
的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也是中国农洽会24年
持续不断举办的动力源泉。

3万多名客商参展 第二十四届农洽会开幕

农洽会上还有
哪些龙头企业参
展？扫码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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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老花镜免费申领！
我们身边好多中老年人佩戴普通老花

镜时间稍长，眼睛会发涩发胀、畏光、流泪、
眼疲劳、头晕等，长时间佩戴会使眼睛不舒
服。建议中老年朋友为了眼睛的健康，一定
要选择佩戴适合自己的老花镜。

“智能老花镜”安全放心佩戴
第一：选用的镜片，摔不碎，划不破，压

不烂。
第二：采用抗冲击性能符合材料，镜架

的韧度强，双菲镜片，更平、更轻薄、更安全。

免费领 每天仅限200名
原装正品智能老花镜 不花一分钱
即日起至10月10日，只要符合条件的

中老年人，每天8时至18时，凡年满60岁
的老人，每天前200打进热线可免费申领
一副智能老花镜。特别提示：本次免费提
供的智能老花镜，不需要花一分钱，一个电
话马上送到家。

申领电话：400-919-8822

老花镜只需一副智能多焦镜 看报看手机看电脑都很方便 为庆祝中秋&国庆双节来
临，广汽丰田于2021年9月28
至 10月 2日开展第二届“丰享
美好，伴爱同行”国庆公路关爱
活动。在郑州西服务区，广汽
丰田郑州长通大中原店为所有
品牌车主免费提供车辆检测，
添加三液，并为停休车辆提供
点心饮品，参与互动还可进行
抽奖，赢取广汽丰田专属定制
礼品，有兴趣的车友可驾车前
往，活动详情请咨询：0371-
6686 0000。

第二届“丰享美好，伴爱
同行”国庆公路关爱活

动火热进行中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起在河南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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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新
郑市龙湖镇文昌路西侧安联 11公里 11
号楼3单元302进行公开变卖活动。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孟伟军、刘丽琴、闫月：
2018 年 7月 17 日，孟伟军、刘丽琴、闫月向

秦佳辉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元，并承诺此笔借款
于 2018年 10月 16日之前偿还完毕。现正式通
知你方，截止至 2021 年 9月 17日，你方尚欠本
息合计人民币1217600元，请你方自收到本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秦佳辉支付1217600元。
否则，秦佳辉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
究你方的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通知人：秦佳辉

2021年 9月27日

催款通知书

河南川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已发生变更，以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
股权变更登记办结之日为界（2021年9
月24日），变更登记之前发生的该公司
的任何欠缴税款、往来债务及合同义务
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炎和股东陈小
晶承担，变更登记之后的由公司新法定
代表人王卓人和股东新乡市市政工程
处有限公司承担。”

公告

河南省普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55961550
89）经本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决定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肆仟万元减至壹仟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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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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10时起至2021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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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DMF105汽车一辆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
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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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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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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10时起至2021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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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平台上对被执行人赵阳光名下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农业东路28号联盟新城3号楼1单
元1层2号房产进行公开第二次拍卖活动，详
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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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存栏500头
奶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基本编制完成，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
要求，现将建设项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年存栏500头奶牛项目；2.建设地

点：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王曲乡南鲁村东南；3.建设
性质：扩建；4.建设内容：占地91116.75平方米，建
设标准化牛舍11栋，饲料加工车间一座、草料库两
座、青贮池7个及其他配套设施。主要进行牛犊养
殖，为现有厂区供给后备奶牛。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公司；通

讯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王曲乡南鲁村东南；联
系人：张占鲁；联系电话：18939199686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征求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vaXPltk6paW42-O1kD1u6g，提 取 码 ：cmqs。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nntAg8lrYEO8D0nAhZfYrw，提取码：5qbe。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网站提交、电

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
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
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存栏500
头奶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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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成龙不慎将郑州中升汇迪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专用收款收
据6074538号丢失，金额人民币伍仟元
整，至此原专用收款收据作废并失去所
有法律及经济效益，特此证明。

孙真不慎将郑州中升汇迪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
2181760 号丢失，金额人民币伍仟元
整，至此原专用收款收据作废并失去所
有法律及经济效益，特此证明。

催收公告
为了保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陇西支行诉讼时效，保留农行
债权，特对借款人和担保人付云涛在农
行借款本金95万元及利息进行诉讼时
效催收。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陇西支行（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陇西支行已并入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0月14日10时起至2021年10
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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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新区商都路1号卖场二17层1710
号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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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10时起至2021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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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合作路1号院2
号楼1单元8层31号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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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郑州两级法院已通过
破产平台办理破产案件104件

目前，办理破产案件还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破产案件日益增多；债权人会议成本
相对较高；传统线下办理和汇报，流程冗长
沟通不便；破产案卷材料多，整理和归档困
难等。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为响应最高人民法
院“以信息化开拓破产案件审判新局面”这一
要求，郑州中院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破产案
件办理的质效，实现案件办理的智能化、无纸
化，建设了中原破产智慧管理平台，实现了破
产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助力破产案件办理
的阳光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移动化。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
庭长高志强表示，平台自上线以来，郑州两级
法院通过破产平台办理破产案件104件，执转
破移送 82件，电子签章文书 138件，归档存量
案件116件，提升了破产案件办理的质效。召
开线上债权人会议 62场，债权人登录平台参
加线上债权人会议 1036人次、查看债权申报
进度722人次，极大地方便了管理人和债权人
参与破产事务。

发布会上，郑州中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
员王季还“晒”出了郑州两级法院办理破产案
件的“成绩单”。自 2019年以来，郑州全市法
院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程序让 40家企业重生，
化解债务5980611万元。

河南首个破产案件管理平台上线一年，办理破产案件104件，全流程线上办理，质效大大提升

本来要上百人参与办理的案件
如今网上“动动手”就行了

如何快速破解企业困境，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近些年，郑州没少下
功夫。

9月24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原破产
智慧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及郑州两级
法院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破产
审判质效情况。据介绍，去年9月，中
原破产智慧管理平台上线运行，郑州
两级法院通过该平台办理破产案件
104件，召开线上债权人会议62场，
大大提升了破产案件办理的质效。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孙科

智慧平台可不
只是“开个线上会”，
还有多个特色功能，
扫码继续阅读

平台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来
看看李老板（化名）的事情。

李老板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外
面欠了许多债务。无奈之下，他来到
郑州中院立案庭，向法院申请破产。
随后，郑州中院清算与破产庭相关法
官审查了申请人资格，并进行判断，其
是否符合破产情形。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企业是否
有和解或重整的可能，如果都不符合，
这时候会进行清算。”郑州中院清算与
破产庭副庭长邢彦堂介绍，一个大破
产案件包含和解、重整、清算三种具体
程序。其中，和解程序，相当于企业自
身能够通过延缓债务、减免债务的方
式恢复。债务人企业与债权人可以达
成一个整体减免、延缓债务的和解。
而重整则是指，企业很难自身恢复，需
要引进外部投资人，投入资金、技术、

管理等，通过调整企业股东权益的方
式，让企业“重生”。

如果通过破产程序，发现企业没有
和解、重整的可能，就会对企业进行清
算，也就是大家通俗意义上理解的“破
产”。“这时候，会把破产企业的资产全
部进行处置，按照法定的分配程序偿还
债务，最后注销企业。”邢彦堂说。

而李老板的事情，通过法院的审
查，发现还有“救治”的可能，于是，法
院决定对其进行重整。

企业重整涉及投资人、债权人等
多方利益，这时候不但需要法院出面

“主持公道”，还需要召开债权人大会，
有时候一个案件可能需要上百人齐聚
一堂，操作起来耗时耗力。

不过，有了中原破产智慧管理平
台，一切就轻松了许多，比如，召开债权
人大会时，债权人通过微信小程序，登

录账号后就能进入，免去了地域
限制。想知道案件进展了，“动
动手”就能查看破产案件节点。

很快，李老板的企业得到了
“涅槃重生”，欠的债也很快得到
了偿还。

我省首家破产智慧管理平台上线运行满一年
为“生病”企业快速解决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