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工支行拟就下列
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一并进行转让，
现将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并就此次转让事宜公告通知债务
人河南鼎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担保方洛阳市百星奇贸
易有限公司、乔亚峰、赵玉荀：

一、拟转让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情况：
1、河南鼎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

在我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壹仟万元整，由洛阳市百星奇
贸易有限公司、乔亚峰、赵玉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于2016年10月15日到期。

转让债权的数额总计为:截至公告之日，该笔河南鼎
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欠我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本
金人民币5,000,000元、利息 (注: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
滋生的逾期利息按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本金每日万分
之五计算)、相关费用。

二、转让处置方式：协议转让
三、受让人：河南恒龙置业有限公司
四、公示期限：7天
五、联系人：王纪刚 联系电话：0379-61166977
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限内将书面意见反馈至洛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工支行，公示期满视为送达。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工支行

2020年1月20日

公 告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工支行拟就下列

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一并进行转让，
现将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并就此次转让事宜公告通知债务
人洛阳熙嘉坤商贸有限公司及担保方洛阳市龙聚源商贸
有限公司、孟红光、张文庆：

一、拟转让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情况：
1、洛阳熙嘉坤商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

在我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壹仟万元整，由洛阳市龙聚源
商贸有限公司、孟红光、张文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于2016年4月20日到期。

转让债权的数额总计为:截至公告之日，该笔洛阳熙
嘉坤商贸有限公司所欠我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本金
人民币4,969,740.44元、利息 (注: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
权滋生的逾期利息按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本金每日万
分之五计算)、相关费用。

二、转让处置方式：协议转让
三、受让人：河南恒龙置业有限公司
四、公示期限：7天
五、联系人：王纪刚 联系电话：0379-61166977
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限内将书面意见反馈至洛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工支行，公示期满视为送达。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工支行

2020年1月20日

公 告
平顶山市航天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大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正瑞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光明路航天快捷宾馆、湛
河区航天信阳鱼乡酒店、吴颜风、王爱景、吴彦龙、吴彦飞、代闯：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与李改红达成债权转让合
同，于2019年12月27日将平顶山市航天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我行
签订的编号为中原银（平顶山）流贷字2018第020212号的合同项
下的部分债权[包括本金50万元及50万元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债权转让交易费等）]及相关从权利（编
号分别为：中原银（平顶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号最高额保证合
同、中原银（平顶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中原银（平顶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
银（平顶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银
（平顶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银（平
顶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银（平顶
山）最保字2018第020212-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银（平顶山）
最保字2018第020212-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银（平顶山）最保
字2018第020212-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权利及中原银（平顶
山)最抵字2016第 020372-1号、中原银（平顶山)最抵字2016第
020372-2最高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权利）一并转让给
李改红。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告知你们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
贵方即日起向受让人履行上述合同义务。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2020年1月2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债务人：杨建
担保人：李奇祥
担保人：郑州祥森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商丘市盛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债权转让人刘平与债权受让人杨燕共同
向您本人及贵单位通知：债权人刘平将对债务
人杨建的借款8000000元的债权于2020年元
月18日转让给债权受让人杨燕，包括1、2014
年11月11日借款5000000元；2、2015年2月
11日借款2000000元；3、2016年2月23日借
款1000000元。

该转让债权同时将借款本金8000000元，
按照合同应由债务人杨建支付的利息、违约金
等债权全部转让给受让人杨燕。各担保人应
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于债权转让之日由各担保
人向债权受让人杨燕履行相关法律义务。债
权人刘平于该债权转让之日不再享有对该债
权的任何权利。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签字）：刘平
债权受让人（签字）：杨燕

2020年1月20日

债权转让通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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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A4Fen0dAli7U60U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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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梁保群（身份证号：411221196

90222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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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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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公 告
贾艳午（身份证号：4112211982
0811301X）、侯丽（身份证号：
411281198205131526）、贾发
财（身份证号：41122119570521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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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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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公 告
贺苏娅（身份证号码：4112221

9630414004X）：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

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三仲裁字（2019）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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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2020年1月8日，我局在郑州火
车站候车厅查获的烟草专卖品，现我局
已依法对该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
直属分局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
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对涉案烟草专卖品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公 告

黄金叶（天叶）
中华（软）

数量牌号规格

128
18

共计：贰个（品种） 总计：壹佰肆拾陆条整（数量）

特此公告。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20年1月20日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马颖颖）为营造关心关
爱关怀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1 月
12 日上午，淇县检察院联合县妇女
联合会、县法院、县公安局到该县庙
口镇实验学校开展“把爱带回家，寒
假暖冬”主题活动，给孩子们送上

“法律大餐”，送上社会温暖和法治
关怀，努力让同学们过一个安全、温
暖、有意义的寒假。

活动开始，法院、检察、公安干
警们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给同

学们带来了一堂切实、有趣的法治
课。检察干警们还给同学们发放了
精心制作的“一号检察建议”宣传
页，在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还着重
向同学们强调自我保护以及假期安
全问题，提醒同学们在寒假期间避
免沉迷网络游戏，鼓励大家刻苦学
习，以实际行动在春节之际对父母
亲人表示感恩。

法治课后，该院政治部主任张
敏和检察干警一起，把买来的帽子、
围巾、手套等保暖物品给同学们戴

上，为他们送上检察官的美好祝福
和新年祈愿。同学们一张张笑脸如
花般绽放，寒冷的冬季也因为这些
爱心礼物而温暖了许多。

老师和家长们对此次活动纷纷
表示赞扬，感谢参与各单位为孩子
们送来了温暖和关怀，更感谢给孩
子们送来了及时的法治大餐。该院
与学生们相约，将努力探索关爱留
守儿童长效机制，持续开展系列关
爱活动，用实际行动呵护儿童健康
快乐发展。

日前，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张军为全院干警上了一
堂廉政党课，教育引导全院干警进一
步强化廉洁自律意识，确保度过一个
文明、和谐、清廉的春节。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通讯员程
绍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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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文武 李冰/文
图）岁末年初是侵财型违法犯
罪的高发期，违法犯罪人员在
车站、公交车等人流量大的
地方，通过尾随、紧跟、碰撞
等方式实施扒窃、盗窃等犯
罪行为的时有发生。近日，
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队
员们就在公交车上发现一起
盗窃案，并现场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

1 月 18 日 下 午 ，特 警 武
装巡逻民警甄银辉、裴宝宝
交 接 班 后 乘 坐 60 路 公 交 车
回单位，行至二七广场站时，
发现车内一男子形迹可疑。
该男子一直向人多处挤，并
多次试图将手伸向一白衣女

子口袋，两名民警不动声色，
一直暗中观察。当发现该嫌
疑人从白衣女子口袋掏出物
品时，两人迅速出击，当场抓
获该嫌疑男子，并从该男子
手中查获盗窃的手机一部。
随后，两人将嫌疑人和受害
人 带 下 公 交 车 登 记 身 份 信
息，并将该起案件移交解放
路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做进一
步处理。

“贵重物品贴身放，密切
注意挤你的人”，因为春节期
间天气较冷，人们穿得厚，身
体对挎包和随身财物的敏感
度降低，较为有利于小偷作
案。郑州特警提醒市民，在
出行乘坐公交时，一定要提
高警惕，保管好随身财物。

小偷遇上特警队员

在新春来临之际，漯河市源汇区纪
委监委与文化部门联合组织辖区泥塑传
人以“廉”为主题，创作戏曲中的廉洁人物
作品，提醒广大党员干部清正廉洁过节。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尤
亚辉 摄影报道

春节前夕是群众“赶年集”购置年货
的高峰期，近日，浚县公安局新镇派出所
民警在加强治安巡逻的同时，向群众现
场讲解防盗、防骗、防抢等安全防范知
识，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蒋玉
河 摄影报道

寒冬有温情 法治入心声

检察长节前上廉政党课

栽了!廉洁过节

安全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