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省政府、省商务厅关于加快农村及
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品油市场供应
的实施意见（实施细则）精神，固始县第二批
拟规划单品种加油点规范升级加油站11
座。现公示如下：

上列规划如有异议，请在十五日内与固

始县商务局联系。
电话：0376-4942603
联系人：张忠洋 15346212312

吕国庆 13183362505
固始县商务局

2018年2月13日

公 示

1 固始县顺心加油站 马堽集乡辛集村南店组042乡道南侧
2 固始县丝路加油站 徐集乡花集村陈庄组X004西侧
3 固始县桥沟供销桥头加油站 丰港乡高庄村张营组X004北侧
4 固始县宏威加油站 陈集镇土楼村果铺组X003与X032接口处东侧
5 固始县道德加油站 蒋集镇兴隆集村徐台组001乡道南侧
6 固始县和盛加油站 杨集乡杨集村新庄组西街与X007交叉口东南角
7 固始县石庙德安加油站 张广庙镇石庙村引龙组003乡道西侧
8 固始县津丰加油站 丰港乡童营村X004与008乡道交叉口西南角100米处
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信阳销售分公司固始县沙河铺加油站 沙河铺乡姚营村北营

组X003西侧
10 固始县蒋集镇街南加油站 蒋集镇三里村大黄组X003西侧
11 固始佳泰加油站 陈淋子镇古城村草田组迎宾大道与古城路交叉口东南角

邯郸市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马随平：

我于2018年2月6日将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安中民一
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你们
的债权本金668.5万元及利息（利
息从2013年9月14日起按判决
内容计算），以及迟延履行利息转
让该莘县星空地产有限公司，就
上述债权本息由你方向莘县星空
地产有限公司履行。

特此通知
姚喜庆

2018年2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
濮阳上元开发区100MW风电场项目110kV升压站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公示
一、概况：①濮阳上元开发区100MW风电场项目

110kV升压站工程建设110kV升压站一座（主变容量
80MVA），站址位于濮阳市经开区王助镇王固碾村东侧。

二、对环境造成影响：运行后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有工
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及噪声等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影响对策及措施：在站址选址中
避让环境敏感区，避开城镇规划区、开发区，尽量避让居民
密集区；升压站电气设备合理分布，采用具有抗干扰能力、
工频电磁场水平低、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设备等措施。

四、环评结论：落实各环保措施后，满足国家环保标
准要求，从环保角度分析工程建设可行。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濮阳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濮阳市经开区中原路；联系人：王总；电话：
13703488669；环评单位：河北师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南二环20号师大科技园A座1030号；联
系人：刘工；电话：15903657997。

六、查阅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形式和时间：公众可自
公告之日起10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信件向建设单位查阅
环评报告或提交意见及建议。

濮阳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3日

公 示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曹红镇（身份证号：411219197207151069）、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义马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书》样
本、《三门峡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三
门峡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仲裁程
序及仲裁员选定意见书》样本。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
向本会递交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
期满后第29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义马市检察司法大楼四楼本会义马工
作站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青峰（身份证号：41121919550426

3519）、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义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保证

合同和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10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义马市

检察司法大楼四楼本会义马工作站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交通违

法，被巩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

大队及其各中队暂扣在巩义市石灰

务、常庄、芝田、回郭镇、小关孙寨等

停车场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请车主（或车

辆拥有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证件，到暂扣车辆的交警中队依

法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将

对暂扣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巩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大队

2018年2月13日

公 告

大墙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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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相距
百米却不能相见，相同的经历让他们走进了
不同的监狱。为促使他们积极改造，2月9日
下午，省豫中监狱与省郑州女子监狱共同策
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会……

“我们已经犯了错，现在一定要面对现
实，在这里好好干，争取早日减刑回家和儿女
们团聚。”“孩子，怎么瘦了，我们一定要端正
改造态度，听领导的话，别惹事啊！”丈夫听着
妻子的叮嘱频频点头，妻子深情凝视着丈夫，
泪眼婆娑；儿子听着母亲的教诲泪流满面，

泣不成声……这是发生在省豫中监狱和省郑
州女子监狱联合举办的亲情会见中的一幕。

当天下午 2 时 30 分，当省郑州女子监狱
17名女性服刑人员乘坐的警车缓缓地驶进省
豫中监狱狱内综合楼一楼大厅时，早就在此
翘首等待的服刑人员韩某从人群中一眼就认
出了妻子。那一刻，韩某露出了掺杂着泪水
的笑容，是喜悦、是期盼，还有心酸和愧疚。

韩某系某地国家公职人员，妻子王某也
在当地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两个人家庭生
活幸福美满，但因两个人私欲膨胀、对法律的

轻视，为了金钱竟干起了吸收存款放贷的违
法行为，最终夫妻二人双双入狱。丈夫被羁
押到省豫中监狱服刑改造，妻子在一墙之隔
的省郑州女子监狱服刑改造。

虽然他们服刑的地点只隔一条马路，但
平时只能靠书信交流，“鹊桥相会”也是一种
奢望。春节临近，他们夫妻彼此思念和牵挂
的心情更加迫切，监狱民警了解到服刑人员
的思想动态后，及时向监狱党委汇报，两所监
狱党委高度重视，经过调研，共同商讨决定，
春节前省豫中监狱携手省郑州女子监狱共同
举办一次“话亲情共同改造，迎新春走向新
生”亲情会见活动，对服刑人员进行亲情帮
教，使他们在亲情的感召下，放下思想包袱，
积极改造。2 月 9 日，在监狱民警的帮助下，
共有 17 对有亲属关系的服刑人员终于在大
墙内相见了，他们有的是夫妻、有的是母子、
有的是父女、有的是兄妹。相见后，他们表达
最多的是感激、是激动、是相互勉励。

亲情会见中，夫劝妻、母劝子、父劝女，日
日夜夜的思念都化作泪水，两双手紧紧地相
握着，思亲情绪得到了缓解，微笑重新浮现在
他们的脸庞。

省豫中监狱教育科科长胡学利说，这次
会见的 17对服刑人员，均是两个监狱的服刑
人员。由于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环境，他们虽
然只有一墙之隔，却不能见面。考虑到春节
临近，服刑人员思亲心切，两所监狱党委精心
安排了这次亲情会见活动，希望他们在亲情
的感化下，在新的一年里调整好心态，积极改
造，早日回归社会。 （罗荣庆/文图）

会见亲属，是《监狱法》赋予
服刑人员的一项权利。无论是服
刑人员，还是服刑人员的亲属，能
够通过会见经常见到对方，或许
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对于很多人来说，春节与家人
团聚也许是一年到头最期盼的事
情。对于高墙内的服刑人员和他
们的家人来说，对春节前的会见，
似乎平添了几分期待。春节临近，
学生放假，游子归乡，平日里没机
会、没时间会见的家属们，纷纷赶
在春节前到监狱探视，这也算是一
种团聚吧。也正因为如此，服刑人
员家属在春节前的一段时间内，井
喷式地集中到监狱会见，会见人
流量达到一年之中的最高峰。

进入1月份，会见人数就较平
常增加了很多。2 月 1 日开始，每
天的会见人数明显大幅增加。由
于今年的春运从 2月 1日开始，所
以会见中心的警花们形象地称这
种现象为会见“春运”。而为了确
保会见“春运”期间，每名服刑人
员和家属都能安全、如期、顺利

“团聚”，省焦南监狱会见中心的
警花们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春运”以来，会见中心的干
警，每天中午延长 90 分钟工作时
间，下午延长30分钟工作时间，直
到最后一人会见结束离开会见中
心，她们才能下班，每人每天工作
将近 10 个小时。很多时候，中午
送走最后一名服刑人员家属时，
早已过了饭点。

正是由于这支巾帼队伍高度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良好的团队精
神、严谨的工作作风，务实的工作
态度以及每一位成员无私的奉献
和默默的付出，保证了这场特殊

“春运”的安全、有序。她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就是尽最大努力，让所
有前来会见的服刑人员亲属能够
和狱中的亲人相见，让更多的服刑
人员和其亲属在春节前“团圆”。

“春运”还未结束，她们仍在
守护。 （马好全）

感召荡涤心灵

亲情会见现场

▶2月9日上午，省洛阳监狱联
合洛阳市老城区政府，在洛宁县马
店镇中心小学举行了“献拳拳爱心
过暖暖新年”捐赠活动。省洛阳监
狱向洛宁县的贫困留守儿童捐赠了
2.8万件棉衣，给孩子们送去了温暖
和关爱。 董瑞超摄影报道

▲2 月 8 日，农历小年这天，全国人大代
表、“三八红旗手”买世蕊应邀来到省第二监
狱 ，与 服 刑 人 员 一 起 吃 灶 糖 ，过 小 年 。

郑立 摄影报道

▼近日，省郑州未管
所举办的文化艺术节警察
职工“八段锦比赛”，成为迎
新春欢乐气氛中一道亮丽
风景。 周玲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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