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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公告
2022年 1月10日，南阳普康药业有限司召

开股东、董事会会议，决定进行存续分立：分立
前南阳普康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亿叁仟
贰佰万元人民币整，分立后存续公司为南阳普
康药业有限公司，新设公司为：南阳普康恒立医
药包装有限公司。分立前本公司的债务由分立
后的存续公司承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公
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南阳普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债权转让暨受让公告
根据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河南云川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川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合同》，其将对河南宏盛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盛建筑公司）享有的（2014）郑民三初字第248号民
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违约金385.76万元、诉讼
费4万元及相关迟延履期间利息），依法转让给云川管
理公司。为此，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特公告通
知宏盛建筑公司向债权受让方履行付款义务。

云川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宏
盛建筑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云川公司履行付款义
务。特此公告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云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

年2月17日10 时至2022年2月1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同乐路10号院9号楼2单元
4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
请关注（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7日

交房通知
尊敬的德鸿迎宾府业主，您好：

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商品房，德鸿迎
宾府一期房屋自2022年1月18日起开始
办理交房手续。现因疫情管控因素，我司
为响应国家不聚集政策，将按顺序为您提
供高效的交付服务。为了您自身及家人
安全，同时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请您以
我司销售中心的电话/短信通知的具体收
房时间为准。请合理安排您的时间，由本
人携带相关资料有序办理，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交房通知书无法领取的业主请及时
与您的专属置业顾问联系。疫情期间为
配合政府防疫工作，请您自觉佩戴口罩，
每户业主仅允许1人陪同前来办理交付手
续。如有疑问请与您的专属置业顾问联
系，咨询热线：0374-2334666/2664777。

特此通知!
许昌德鸿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

2月21日10时至2022年2月22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二七区汉江路89号
两套房产及二七区人和路76号二十三套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
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

2月17日10时至2022年2月18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中牟县解放路西、陇
海路南、牟春路北的房产共计17套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
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
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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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公告
致：赵晓宇

由于您未能按照同我司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编号：21006870088）约定按
时交纳房款，故我司按前述合同的约定与
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我司如与您签
订了《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将依约
一并解除。请您于登报之日起到我司配合
办理网签撤销备案事宜。

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2月 19日 10时起至2022年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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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省荥阳市
贾峪镇洞林湖·新田城一期C区31号楼1
单元1-3层103号房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
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2月 19日 10时起至2022年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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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丹江路91号恒大金碧天下217号楼
1单元13001室房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活动。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解约公告
致：刘宇

您与我司签订合同编号为RZEY-B381 的
《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购买融创城融泽
园项目4#B381号车位使用权，因您未按时支付
合同价款，我司依约解除该合同并扣除相应违
约金、定金，并公告告知您解除事实。请您于登
报之日起尽快携带身份证原件、车位收据原件、
本人名下银行卡、《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
同》（如有）到融创城售楼处办理退款事宜。

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解约公告
致：杜焕成

您与我司签订合同编号为ZZF-B579的《地
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购买中州坊一号院
项目B579号车位使用权，因您未按时支付合同
价款，我司依约解除该合同并扣除相应违约金、
定金，并公告告知您解除事实。请您于登报之
日起尽快携带身份证原件、车位收据原件、本人
名下银行卡、《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如
有）到融创瀚海兰园售楼部办理退款事宜。

河南中永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市场服务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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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招租
大学路与政通路西

南角有11层宾馆对外招
租，有意者面谈。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525535208

解约公告
致：黄怀彬

您与我司签订合同编号为RZEY-C199 的
《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购买融创城融泽
园项目4#C199号车位使用权，因您未按时支付
合同价款，我司依约解除该合同并扣除相应违
约金、定金，并公告告知您解除事实。请您于登
报之日起尽快携带身份证原件、车位收据原件、
本人名下银行卡、《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
同》（如有）到融创城售楼处办理退款事宜。

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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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聪是核酸检测转运组的一员，
他告诉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他们
是与时间赛跑的“先锋战士”。

自 1月 4日核酸检测工作启动以
来，快速安全地将核酸样本送达检测
点，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环
节。

为确保所有样本限时准确送达，
核酸检测转运组的成员们建立了微信

工作群，以 30分钟为单位，对封箱数、
送检数、转运数、接收数等样本数据汇
总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情况，他们不断优
化编组与流程，尽力挤压非任务时
间，5名转运成员尽量不喝水，午饭和
晚饭合并在车上吃，减免脱换防护服
时间，争分夺秒，为样本检测“跑”出
转运速度。

每30分钟汇总分析一次样本数据、15个小时连轴转、24小时随叫随到……
他们是与时间赛跑的核酸样本转运人员，有时每人日均要转运超12趟

“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们要跑在病毒前面”

“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要跑在病毒前面。”1月13日凌晨6点，夜
色尚未退去，郑州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核酸检测转运组成员再次出发，带
着几百人的核酸样本赶往样本检测点。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见习记者 郭世杰 通讯员 冯聪聪 文/图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杨
益莹）临近春节，不少郑州市民开始
关注出行问题。其中，48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成了不少地方出行必
备的“通行证”。

那么该如何界定核酸检测证明
的生效时间？

河南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实
验室主任郭永豪介绍，核酸检测是
一种“进行时”检测，通过实时荧光
聚合酶链反应，来检测病毒基因组
中特定的核酸序列，从而判断被检
测者此刻是否感染了病毒。也就是
说，核酸检测只能测出你在采样时
是不是健康。

而对于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的生效时间，河南省疾控中心传
染病预防控制所P3实验室主任赵嘉
咏说：“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起始时间为以采样时间。”

至于为什么以采样时间为准，
他解释：采样到检测中间会有一定
的间隔，这个间隔可能是几个小时
甚至更长。如果所采人员是一个传
染源，从采样到出核酸检测结果中
间这段时间，就可能会给管理或者
溯源造成一定困惑。

相关新闻

48小时核酸证明
从何时开始算？
专家：从采样时开始生效

奋战在一线的抗
疫人员背后还有哪些暖
心故事？扫码获取

在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采访
时，付聪一直没有停下来，不停地看着
工作群里的通知。

付聪表示，核酸样本转运是病例
确诊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所有转运人
员都得严格按照流程操作。

尽管转运人员身着防护服，但在
样本转运过程中依然存在直接接触样
本的感染风险。而转运的每一个环
节，都有可能影响检测结果，任何环节

都容不得一丝马虎。
“每次核酸检测，转运人员都会提

前到位做好运输准备工作，直至完成
最后一批样本的运输、全车消杀工作
后，才能下班。”付聪说，有时一天下
来，转运组成员每人平均要转运超 12
趟，15个小时连轴转。到了深夜下班
那一刻，脱下防护服，每个人的脸上都
留下深深的压痕，双手被汗水浸泡得
发白起皱。

由于实行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分类管理措施，核酸采集时间不一，转
运样本的时间也就不同步，早上、中午、
半夜，什么时间都有可能。转运组成员
的手机需要 24小时在线，保证随叫随
到。担心错过凌晨的任务，转运组的队
员都把手机铃声的音量设置成最高。

转运组成员介绍，他们最近已经
形成条件反射了，一个微信消息就能

让他们从梦中惊醒，起身迅速拿起手
机查看。

即使每天日夜颠倒、腰酸背痛，他
们也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始终坚守在
最前线，为战“疫”胜利逆行而上。

1月 4日以来，他们累计出车 600
余趟次、行驶 1500公里，平均每人每
天要来回跑 50多公里，累计转运核酸
样本34万余份，圆满完成转运任务。

30分钟“即转模式”

15个小时“连轴转模式”

24小时“待机模式”

转运人员在给转运的核酸样本箱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