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与辖区金融单位
联合开展“守住钱袋子 防范和打击跨境
网络赌博”活动，不断增强群众的风险防
范意识。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刘延玲摄影报道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牧野分局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纪律作
风深化年”活动中，开展爱民服务，将一名
走失女孩送回家人身边。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郑金明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居民董某怀将一面印有
“人民好卫士警民一家亲”字样的锦旗送到
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手中，感谢交警
将其走散的孩子送回身边。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为切实开展好“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结合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训词精神，连日来，原阳县公安局路寨
派出所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行动。河南法
制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张书才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濮阳市税
务局第二稽查局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在发
挥职能作用的同时，不断创新工
作模式，优化稽查执法方式，服务

“六稳”“六保”大局，助力濮阳经
济发展。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该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群众排
忧解难；坚持优化稽查执法方式，
服务“六稳”“六保”大局。该局做
好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坚决
不搞大规模集中清欠、大面积行
业检查，并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入
户检查，通过电话沟通、调账检
查、稽查软件分析等方式开展工

作，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的干扰；在检查、取证、审
理、执行等各个环节中，一律严格
按照“三项制度”规定进行。

该局将减税降费政策宣讲和
最新税收优惠政策解读作为前置
性规定动作。在对企业送达税务
检查通知书时，该局通过与企业
法人代表、财务人员面对面交流
的方式，进一步全面细致地将各
类优惠政策对其讲深讲透，确保
政策精准推送到户，帮助企业最
大限度地享受减税降费“礼包优
惠”，切实保障企业减税降费红利
应享尽享。

该局与县区税务稽查局紧密
结合，针对不同企业行业特点，结

合企业实际，辅导企业对照税收
政策，进行自查自纠，降低企业税
收风险。该局针对企业在税务处
理和税收优惠政策享受过程中遇
到的个性问题开展定制服务。该
局通过查管互动机制向征管部门
和纳税人提供相关的稽查建议；
同时，收集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
执行中存在操作性不强、受益面
有限、获得感不明显等问题，进行
深度剖析、查找症结、协调解决。

该局尽心尽力为纳税人和缴
费人提供优质服务，做到既严格执
法、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又主动作
为，确保税收政策落实落地，为服
务“六稳”“六保”大局贡献力量。

（徐龙兵）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伍
红梅 通讯员 李英豪）为持续推
进作风建设，强化党员廉洁自律
意识，近期，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了以案促改
警示教育廉政谈话会。

此次廉政谈话会，采取分批
的形式进行，先组织中层以上干

部进行谈话，然后各科室、社区再
结合各部门特点进行谈话。

此次廉政谈话会，通报了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赵国玺等人
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荥阳市
乔楼镇鲁晓炜等人违纪案件查处
情况、南阳市宛城区温建明等人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区

委书记刘中青等履职不力案件查
处情况。

此次廉政谈话会要求，一要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二要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三要加强科室和人
员管理；四要严于律己，加强纪律
作风建设；五要强化责任意识，层
层传导压力。

被处罚人：李宗露，性别：女，28 岁，身份证号：

412728199211100321，身份证住址：鹿邑县玄武镇后皇

行政村东尚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1、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

自于2018年5月21日至2020年7月7日从事美容经营活

动，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

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的规定，参照《河南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用规

则等相关制度（2017年版）》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给予：壹万伍

仟元整（￥15000.00）的行政处罚。2、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

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李宗露、尚书宁、王丽娜、尚梦洁、操珍

珍5人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河南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

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17年版）》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人

民币叁仟元（￥3000.00）的行政处罚。本机关拟对你（单

位）作出合并以上行政处罚给予：1、警告；2、罚款人民币壹

万捌仟元整（￥18000.00）的行政处罚。由于采用到店直接

送达、居民身份证住址送达、电话通知等多种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柘卫公罚告[2020]038号),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我委监督执法一科（电话0370-3055712）领取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你（单位）享有对此进行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及听证的权利。可在自本公告送达之

日起3日内到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进行陈述和申辩及

听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及听证权利。

柘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10月26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0年4月22日，长沙安君商贸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转让方”）与任路明（“受让方”）签署《债
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依法享有的对登封市奥
美铝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受让方，
原合同内容不变，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标的债权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务人名称：登封市奥美铝业有限公司
本金：783.32
利息：按判决书内容执行
代垫费用：0
保证人及抵押物名称：河南九信中小企业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张三万、李桃红、高帅洋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注：上述债权资产的具体情况以债权档案为准。
转让方和受让方特此要求借款人/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任路明
履行主债权/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担保责任。

长沙安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二段

169号先进储能节能创意示范产业园20栋1004
联系电话：13838263899
任路明
联系地址：登封市南环一路嵩湖商业楼
联系电话：15036029058

2020年10月26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转让方）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转让方）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转让方）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转让方）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
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转让方）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

2020年10月26日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 联系人：曲先生 联系电话：15237172268
住所地：郑州市商务外环路河南传媒大厦26层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转让方）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733131328
住所地：南阳市张衡路6号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0年7月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债务人 担保措施本金 利息、罚息 代垫费用

1
2
3

4

5
6
7
8
9

南阳心诺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建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市汉和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昌粮业有限公司

南阳新豪地陶瓷有限公司
南阳市海拓商贸有限公司
新野汉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野县鸿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新野鹏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070
600
500

699.99
260
200
750
800

999.99
999.99

600
1300

148.73
166.74
186.75
161.48
107.6
82.77
414.52
315.62
180.96
362.7
208.8
452.49

李文方、许芮、陈连发、闫玉青共有房产抵押；李文方、许芮保证
赵涛、雷娜共有商业房产抵押，同时承担保证责任
南阳市汉和机械有限公司房产土地抵押；曲红森、张英、吴祖超保证

王明波、郑朝辉名下房产抵押，同时承担保证责任

南阳新豪地陶瓷有限公司土地抵押；马骥、关朝瑞、黄聚林、徐烨保证
南阳祥鑫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不动产抵押；王丽娟、李文元保证

郑耿立、王爽房产土地抵押；魏旭、苏晓阳、郑耿立、符润芸保证
新野县金志纸品彩印有限公司土地抵押；刘子照、郭彩娟保证
新野鹏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刘子照房产抵押；刘子照、郭彩娟保证

新野县福来居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抵押；新野县豫新纸业有限公司、新野
鹏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刘继业、郭彩娟、张红伟、张艳平、刘子照保证

4.39
2.97
4.69

4.36

3.21
3.39
4.76
4.31
16.6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新野县恒丰物流有限公司

桐柏明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桐柏新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惠农保利肥业有限公司

桐柏县金辉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达润商贸有限公司

唐河恒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霸声实业有限公司

1150

1000

1000

299.44

764

150

500

1500

1953

2500

19578.41

446.3

190.55

305.01

60.09

245.38

11.48

54.06

165.51

667.79

798.98

5713.1

5.2

4.66

4.59

2.4

3.51

0

2.51

5.96

7.06

17.18

101.83

新野县恒丰物流有限公司土地房产抵押；田春勤、张新保证

桐柏鼎恒置业有限公司房产抵押；桐柏鼎恒置业有限公司、禹明群、许宝荣、王美珍保证

桐柏鼎恒置业有限公司房产抵押；桐柏鼎恒置业有限公司、禹明群、许宝荣、王美珍

南阳菊荣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王保利、王艳梅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南阳市天河农资配送有限公司、王保利、王艳梅、李婉、黄子鹏、闻延荣

桐柏县银春贸易有限公司、桐柏金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曾兆辉、陈明枝

南阳市恒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土地房产抵押；范喜太、尹金瑞、续英杰、尹金华保证

周艳明名下土地抵押；河南凯璟置业有限公司、周永明、周艳明保证

河南省霸声实业有限公司土地房产抵押；马守海、马守阳、吕太鑫保证

序号 债务人 担保措施本金 利息、罚息 代垫费用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
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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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

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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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优化稽查执法方式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廉政谈话 强化廉洁自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