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公司接受委托，现定于2019年1月18
日9时30分在许昌市魏都区文会街11号院内
会议室举行拍卖会，依法对位于许昌市魏都区
文会街11号院内的7间车库的8年租赁权进
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展示；

二、本次竞拍只接受许昌市魏都区文会
街11号院内居民（报名者以委托方出具的居
住证明为准）报名；

三、参与竞买人需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并承诺遵守相关拍卖规则。

四、有意竞买者在考察、咨询清楚后持
能证明符合竞买条件的有效证件和复印件、
竞买信誉保证金（人民币5000.00元）到指定
地点报名。

五、报名时间: 2019年1月15日-
2019年1月16日16时。

六、报名地点：许昌市魏都区文会街11
号院内门卫室。

委托方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17737856325
拍卖公司联系人：于先生
联系电话：15936301666
公司网站：http.//www.xcpmh.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4-3178755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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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上午8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马群波（身份证号：411221197309160013）：
田定坤（身份证号：411221197209259024）：
孙江波（身份证号：410328197004099599）：
周丽荣（身份证号：411221197212270048）：
马利花（身份证号：410328196808019086）：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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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 波（身份证号：411221197110150010）：
韦爱红（身份证号：411221197205130047）：
王 丽（身份证号：411221198207293020）：
王志朋（身份证号：410328198912134518）：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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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马群波（身份证号：411221197309160013）：

田定坤（身份证号：411221197209259024）：

马利花（身份证号：410328196808019086）：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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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下午16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姚小红（身份证号：411221196506284037）：

孟书兰（身份证号：411221196409164025）：

姚蒙辉（身份证号：411221199102264017）：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湖滨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兴支行与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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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日下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公告
刘爱军（身份证号：411202197603103512）：

樊芬芬（身份证号：411224198411132426）：

于秋伟（身份证号：411202197510314513）：

郑州市教育局
河南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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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近日，郑州市高新区学校安全教育第
四责任区召开了责任区内的第一次工
作例会。

会上，责任区区长、郑州市第五十
八中学校长董震强调，安全工作是学校
的重要工作之一，安全工作人员应始终
高度警惕，要求各学校应做好学校的排
查、自查、整改，重视工作的落实。

据悉，学校安全责任区的成立进
一步促进了各学校之间安全工作的相
互督促、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通
讯员 王青萍）1月 7日，郑州市郑东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平山
一行来到郑东新区各学校对学校的安
全防范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陈平山一行重点查看了该区各学
校危险化学品储备、管理及食堂卫生
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全区各学校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采取有力措
施，全面排查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以
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推动学校安全工
作，确保全区教育系统的安全稳定，为
学生的平安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近日，登封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杨
飞剑带领教体局安全科人员，深入登
封市卢南实验学校等学校，实地调研
督查学校安全工作。

每到一所学校，督查组都详细查
看相关防恐防暴设施的设置运用，相
关人员消防知识技能的熟练操作运用
及电路安全等情况。杨飞剑要求，各
学校的一把手必须充分认识到安全工
作的重要性，切实从思想认识上重视
起来；临近春节人员流动性强，学校要
更加重视防恐防暴工作；一些关键岗
位，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掌握必要的消
防技能，24小时不断岗。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通
讯员 崔超）1月 8日，郑州市金水区教
体局召开金水区教育系统 2019 年春
节廉政谈话会。

会上，金水区教体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正对参会人员进行廉政谈话并提
出要求，一要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始
终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二要坚定
信念，廉洁奉公，始终做严以律己的

“规矩人”；三要履职尽责，勇于担当，
始终做从严治党的“责任人”。他强
调，各单位领导班子要把握廉洁过节
要求，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统筹推进当前工作，
不断促进学校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悦）为动员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
和学校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有效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近日，省
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省教育厅联
合召开全省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视
频会议。

省教育厅副厅长刁玉华指出，
近年来全省学校安全工作取得了
可喜成绩，但依然存在不平衡、不
充分等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
各学校要提高站位，切实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将思想迅速统一到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上来，充分认
识当前校园安全工作面临的复杂
形势，深刻汲取北京交通大学的教
训，以高度的政治担当、责任担当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王国
生书记重要批示和陈润儿省长有
关要求，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
防各类事故发生。

刁玉华强调，针对当前实验室
安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全省各地、各学校要迅速开展全
省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要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开展自查整
改、督查整改，切实做好实验室安全
管理工作；要举一反三，牢牢抓住关
键时期、重点部位、关键环节，抓好
安全教育、做好隐患排查，加强基础
建设、强化常规管理、构建长效机
制，全力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要强化
责任，构建科学化、常态化、规范化
的安全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成立安全责任区
促进相互监督

提高认识
重视防恐防暴

消除隐患
确保安全稳定

▲1 月 10 日，荥阳市第九小学组织开展“110
宣传日 携手创平安”系列活动，组织 20 名学生代
表来到中原智谷 110 指挥中心参观学习。学生
们在宣教人员的引领下参观了 110 指挥中心的
报警系统、监控系统，并亲身体验了如何做好接
线员。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通讯员 王圳青 摄影报道

廉洁奉公
做个规矩人

◀1月8日，荥阳市第
三小学开展了以“关注健
康 珍爱生命”为主题的健
康知识讲座。

河南省安全健康教育
中心宣教科主任马闪闪讲解
了相关急救理论知识，并在
现场进行了示范和指导。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通
讯员 尹占伟摄影报道

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要求

排查安全隐患
防范遏制事故发生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