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红波（身份证号：41122119**
****5516）：

杨博，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日将根据《出资转让协议》应
交付给你的出资转让款人民币
叁拾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你
于2024年11月21日之前，持
身份证到我处领取。如果你在
规定的时间内不领取，该出资
转让款将上交国库。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湖
滨区建业壹号城邦1号楼2207

联系方式：0398-21
62080
河南省三门峡市正大公证处

2019年12月26日

领取提存物通知书

汝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经汝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

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设有底价，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12月23日至2020年1月19

日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1
月19日17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
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网址
wg-2019-9-1地块：2020年1月12日08时00分至

2020年1月21日09时30分；
wg-2019-9-2地块：2020年1月12日08时00分至

2020年1月21日10时00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

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

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
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

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
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
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
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

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
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Win8；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
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
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
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5-3331551
联系人：祝红亮、霍云鹏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3日

（汝自然资网挂[2019]09号）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建筑限高（米）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1 WG-2019-9-1 N—03—
18—01—01

11038.95
（16.56亩）

城镇住宅
用地

1.0≤容积
率≤2.0

≤25% ≥35% 70 80 1600

土地位置

农业路以东，规
划道路十八以西

有无底价

有底价

2 WG-2019-9-2
N—03—18—
01—02

农业路以东，规
划道路十八以西

41396.28
（62.09亩）

商服
用地

容 积 率
≤2.5

≤50% ≥20% 40 80 有底价 4600

1500

4500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与自然人张仲
秋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
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自然人张仲秋，现
双方联合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自然人
张仲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
列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自

然人张仲秋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和任何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下设定的义
务和责任。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

自然人：张仲秋
2019年12月26日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与自然人张仲秋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年11月11日

借款人名称 借款主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本息余额 担保人

河南华丰网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1420150032 0 5481207 5481207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止基准日的贷款本金金额、
利息余额均计算至基准日，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自然
人张仲秋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及法律法规、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
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连带责任保证书中名称不符的情
况下，以借据、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连带责任保证
书中载明的债务人、抵押人、保证人名称为准。

自然人：张仲秋
联系电话：15515501600
住所地：沈丘县槐府6号

致：于春堂、洛阳春之龙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我司与贵方于【2016年4月7日】
就位于【洛阳宝龙国际批发中心的产权
物业商铺一、二层71套】的房屋【以下简
称“租赁场所”，该租赁场所套内建筑面
积共18197.76平方米】签订了《商铺租
赁合同》。因贵方逾期支付租金构成根
本违约，现正式通知贵方：1.解除贵我双
方于2016 年 4月 7日签署的《商铺租
赁合同》；2.要求贵方自收到本《解除合
同通知函》之日起7日内将租赁场所返
还给我司；3.我司保留根据《商铺租赁合
同》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贵方主张
其他违约赔偿的权利。

洛阳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解除合同通知函
白献六员工：

你于2019年11月22日起
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岗，至
今已擅自离岗达32日，违反了
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现通知你
于2019年12月27日前到岗。
逾期，我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以及公司关于连续
旷工达 3日即予以辞退的规
定，我公司将对你予以辞退处
理。特此通知。
郑州公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3日

到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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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杨爱良）
12 月 25 日，商丘召开“党建+
一中心三平台”新型治理体系
建设工作座谈会，听取各部门
意见建议，安排部署下一步试
点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牛亚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牛亚东指出，市域治理是国
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把市域作为
完整的治理单元，能够让治理成效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居民，推
进“党建+一中心三平台”新型治理

体系建设是创新基层治理、构建基
层治理体系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牛亚东强调，要提升政治站
位。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省、市关于加
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部署要求，
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快推进“党建+一中心三平台”新
型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要强
化组织领导。实行主要领导负责
制，逐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要加强统筹协

调。各牵头部门要主动开展探索
研究，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切实履
行好主体责任；各参与部门要结合
所承担的具体业务，积极配合牵头
部门开展工作。

会上，商丘市委政法委介绍了
《商丘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构建
“党建+一中心三平台”新型治理体
系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市委编
办进行了详细解读，部分县区党委
政法委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结
合本地、本部门实际作了交流发
言。

商丘推进“党建+一中心三平台”新型治理体系建设

构建基层治理体系新格局

近日，延津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以“纪律作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为载体，组织民警走村
入户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
增强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保
障辖区治安稳定和谐。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苏曼丽摄影报道

为提高人民群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认知，保护人民群
众财产安全，昨日，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联合丰产
路公安分局等单位，在姚砦社区金城时代广场开展“万人签名
反诈骗、全民行动保平安”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号召、讲解、参观
等形式，提高群众的反诈意识。

金水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朝辉、郑州市公安局丰产路分局
副局长周斌、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副书记王喆、丰产路分局民警、
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干部、丰产路巡防中队队员，以及辖区企业
职工、群众共计600余人参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通讯员 陈兆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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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可 通讯
员 时聪玲）“谢谢警察同志，如果不是你
们的及时破案，帮我将被骗的钱追回，
挽回了我的损失，将骗子绳之以法，恐
怕会有更多像我这样无知的人被骗，
太感谢你们了！”对民警这样说的是一
名年近50岁的中年男子。

岁末年初，招工骗子往往抓住大
家找工作的迫切心情，以交体检费、
保险费等为由骗取钱财。为防范此
类案件多发，郑州市公安局商城路
分局东大街接警队多次召开警情研
判会，组织社区民警进行排查暗
访，将近期发生在东大街福华大厦
的一起招工诈骗嫌犯绳之以法。

昨日，该局民警通过本报提
示，大家在求职找工作时，要擦
亮双眼，谨防被骗。发现被骗
后要保存相关证据，并立即报
警。

年终寻工 听民警提醒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特约
记者 李梦华）为大力培育农村安全文化，凝聚
全社会安全发展共识，12月24日，开封市应急
管理局走进定点扶贫村尉氏县蔡庄镇蛮杨
村，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进农村活动，为村
民普及应急和安全知识，切实增强村民的安
全防范意识。

活动中，针对农村安全隐患较多的情
况，该局副调研员张华东一行把专门制作
的通俗易懂的应急知识日历送到村民手
中，同时围绕道路交通安全、消防、用水、用
电、用气等方面的应急知识向群众进行详
细讲解，重点提醒群众要养成时刻讲安全
的良好习惯。活动全面贯彻了“防风险、
除隐患、遏事故”的安全生产方针，增强
了群众的安全意识。

安全生产 看应急知识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