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润辉县共城50MW风电场项目位于辉县市拍石头乡
和张村乡境内，规划总装机容量为50MW，拟安装单机容量
2500kW的风力发电机组20台，新建110kV升压站1座，工
程所发电量经35kV场内集电线路接入新建110kV升压站，
最终以1回110kV送出线路接入220kV秋山变电站。目
前，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辉
县市天航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pcF_sA4Fen0dAli7U60
Ug，提取码：ox9e。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所在地查阅纸质报告书，联系方式为：
建设单位：辉县市天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辉县市百泉镇小官庄村
联系人：罗经理 联系电话：18139337620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工程建设的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打电话、发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

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
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罗经理18139337620
环评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高工15713668995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月10日至22日。

天润辉县共城50MW风电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经审核，睢县城郊乡启蒙双语幼儿园法定代表人由底

卫华变更为刘继苹。另以下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

成立登记，特此公告。单位名称、法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分别为：睢县董店乡正阳春天幼儿园、程培、

52411422MJY484456H；睢县城郊乡西湖幼儿园、

刘振宣、52411422MJY484501J；睢县城郊乡天娇幼

儿园、司远、52411422MJY416568N；睢县城关镇伊

顿幼儿园、周亚博、52411422MJY416621J。

2020年1月14日

睢县民政局公告

洛阳成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2014年11月洛阳市
公安局瀍河分局立案打击，2018年12
月经洛阳市中人民法院审结，经司法机
关审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以结
案。特此公告！

瀍河回族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月14日

结 案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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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支着农民工讨薪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彬 周平

郑玉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我与范玉凤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我已将（2019）豫0103民初1014
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债权及从权力等所有权
利一并转让给了范玉凤。请你自接到本债
权转让通知书后向范玉凤履行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李军义
2020年1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拍 卖 公 告
受托，定于2020年1月21日10时在我公司多媒

体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罚没废旧物资：球阀
7个、气瓶9个（详见拍卖清单）。

有意竞买者，持本人有效证件及本人名下保证金
转款手续于2020年01月20日16:00时前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保证金贰万元整。

保证金交至收款单位：河南振邺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海河大道支行，账号：
1706620409200014985。

报名时间、预展时间：2020年01月19日、20日
标的所在地：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2-3267999-6019 15093936978
公司地址：安阳市文峰大道迎宾馆西侧9号楼中

信大厦16层
河南振邺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找对人、留记录、签合同……

农历年底是农民工回家过
年的高峰期，也是拖欠农民工工
资、侵害农民工利益问题集中爆
发期。近日，南阳市中级法院结
合近年来两级法院审理的部分
案例，为农民工正确讨薪支着。

案例一
“有理”找错人官司没打赢

2017年，西峡县的张某来到南阳市
区某建筑工地做木工。2018年春节前，
张某手中有几张工资条还没结算。张某
起诉后，平时负责发工资的郑某称工地
老板是刘某，自己只是工资经手人，并拿
出了自己与刘某签订的合同。法官建议
张某追加刘某为被告。但张某认为，郑
某是想推卸责任，坚决不同意。一审法
院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提起上
诉，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法官耐心给
张某释法。最终，张某撤回上诉，重新起
诉刘某，并在2019年5月拿到了工资。

法官说法
农民工讨薪要找准“对象”

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庭长
卢国伟提醒：审判实践中，农民工
拿着工资条或者欠款条起诉的情
况比较常见，但并非所有的出条
人都是“老板”。农民工进城务工
前，应尽可能与用工主体签订书
面合同，如果没有签合同，也应该
知道谁是“老板”、工资是谁发的，
否则发生纠纷时就有可能出现明
明有理却打不赢官司的情况。

案例二
平时“微信控”讨薪起作用

2017年10月，王某等12名农民工
承接了南阳市区某楼盘的水电工程。
发包方与王某商定，劳务费按天计算，
双方各自记录，工程结束时对账。12名
农民工中，孙某是个“微信控”，每天大
事小事都要在朋友圈“晒晒”。工程结
束后，王某拿着记工单找发包方结算，
发现双方记录有出入。诉讼中，法官在
孙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他们每天的开
工不仅有照片记录，有的还有短视频，
与王某的记工单可以相互印证。最终，
法院支持了王某等人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留足证据很关键

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龚跃伟提醒：农民工进城务工很少主
动签订书面合同。如果没有合同确
定工程量，平时就要多注意收集证
据，最好定期结算，让老板写字条，
平时记录工作量的本子要让老板签
字。如果老板不签字，也要对通话
录音，或者把工作量通过微信、短信
等途径发给老板，和老板对账，还可
以让老板雇用的现场管理人员或记
工员签字认定自己的工作量。

案例三
“一字之差”处理方法区别大

2018年6月，小张到南阳市区某
眼镜店担任验光师。老板说等双方
都感到满意再签合同。当年 10月，
老板告诉小张：“眼镜店要装修，给你
放两个月假，其间工资照发。”但随后
的两个月里，老板没给小张发工资。
2019年1月，小张被眼镜店老板告知
自己已被开除。诉讼过程中，眼镜店
老板否认与小张之间有劳动关系。法
官告诉小张，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合同，
小张需要先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
裁，确定其与眼镜店之间的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有区别

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副
庭长郭晓普提醒：劳动合同关系
和劳务合同关系虽然仅一字之
差，处理程序和途径却是不同
的。劳务合同关系当事人可直
接到法院起诉。劳动合同关系则
分两种情况，如果劳动关系明确
且欠付工资款明确，当事人可以
直接到法院起诉，否则需要先到
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

案例四
讨薪途径千万条选对路子最关键

兰某等 11 名农民工跟着工头李
某从事修路等劳务。经结算，李某欠
兰某等人劳务费 30余万元。兰某等
人于2019年9月4日到南阳市宛城区
法院起诉。法院征得兰某等人同意
后，将该案转到了诉前调解中心处
理。2019年9月16日，在调解员的主
持下，李某与兰某等人达成调解协
议，约定于2020年2月28日前一次性
支付兰某等人的工资。仅仅用了 12
天时间，兰某等人就拿到了具有法律
效力的调解书。

法官说法
快速拿到工资有很多途径

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副
庭长孙峰提醒：遭遇欠薪，首先
可与用工方协商，其次可以找当
地工会从中协调，最后可以向劳
动监察部门或者建设行政部门
投诉。到法院也并非只有诉讼
一种方式，除诉前调解外，在欠
付劳动报酬明确的情况下，可以
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如果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件，也可
以利用商事仲裁快速解决纷争。

案例五
起诉前“备好课”打官司不慌张

2018年，在镇平县城务工的陈
某从某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孙某
处承接了 3栋楼的外墙粉刷工程。
2019年 3月，工程结束，经结算，孙
某共欠陈某施工班组劳务款 50余
万元。陈某到镇平县法院起诉时，
法官告诉陈某，对方知道被起诉，
很可能转移财产。陈某在法官建
议下申请了诉前保全。法院判决
孙某向陈某支付劳务费，某建筑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随后，某建筑公
司和孙某主动支付了劳务款。

法官说法
起诉之前要备好“法律课”

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
法官李君彦提醒：很多人不知
道财产保全的好处。法律上
规定的财产保全分为两种，一
种是诉前保全，另一种是诉讼
保全。对大标的案件，如果发
现对方存在违约或逾期支付
风险增加，要注意尽快起诉，
尽快申请诉前保全。

案例六
看清讨薪节点注意诉讼时效

2010年春，江某的朋友蒋某家
盖房子，让江某负责施工。双方结
算工程款为 23.5万元，蒋某支付 15
万元后出具了一张欠条，约定余款
一年后付清，欠条出具时间为 2010
年 7月 21日。随后的一年里，蒋某
陆续给了江某 7万元。诉讼中，蒋
某称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早已过
了诉讼时效。由于江某的起诉已
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且本案无证据
表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一
审法院驳回了江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不可躺在权利上面“睡大觉”

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
法官张朝阳提醒：如果债权人
在法律规定时效期间内不行
使民事权利，时效期间届满
后，债务人以此抗辩的，债权
人可能丧失胜诉权。收到欠
条、借据等，一定要看清楚是
否注明支付时间，如果有，一
定要在此时间前向对方主张
权利并留存证据，最好及时到
法院起诉。

公 告
李书水（身份证号码：41122119811007151X）、范萍
萍（身份证号码：411221198312010029）、杨俊伟（身
份证号码：411221196702201518）、王 斌（身份证号
码：411221198809147514）、张智华（身份证号码：
411221197301012278）、李书杰（身份证号码：
411221198110071536）：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三仲裁字[2019]303号裁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