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梅位于舞阳县西大街北

侧土地证丢失，证号（1997）

1480号，面积90.00㎡，声明作废。

●栾川县陶湾镇八无日化商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324MA44XW646H，声明作废。

●2020年5月9日出生的李宇

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476239，声明作废。

●中交（河南省）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码4104050000106、

法人章（阮拥军印）丢失，声明作废。

●樊海宏，男，河南正安律师事务

所律师，律师证不慎丢失，证号

14107200310903015，声明作废。

●章化乡第一实验幼儿园公章编

码4111210010438，财务章编码41

11210010439名称变更，声明作废。

●汝州市温泉镇骆庄育英学

前班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56000607501，声明作废。

●信阳市中亨置业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编码41150100

16671，声明作废。

●夏邑县众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时慧思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一代码 92411528MA46RM

CH2Q，声明作废。

●林州绿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编码 4105810

026593，声明作废。

●郑州苗晨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6000

01664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10106096938561）、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096938

561）丢失，声明作废。

●2020 年 10 月 15 日出生的李

宇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678806，声明作废。

●新郑市孟庄镇赢在远方电子商

务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

册号410184600473979，声明作废。

●冯波、柏金团位于舞钢市寺

坡龙泉路西段北侧碧和园（4号

楼）第1层西单东户房产证不慎

丢失，证号：舞钢 13001651、舞

钢13001652，声明作废。

●捡拾人李书院，男，1971年2月

16日生，妻子连换敏，1968年4月

13日生，居住汝州市温泉镇付岭

村3号院205号，2013年6月29日

和妻子到庙下神沟村送种子，晚

上九点多回汝州，路过庙下郭庄

村金三角烧烤路边时，发现路边

纸箱里放着一名女婴，带回家抚养

至今，取名李佳琪，现公开寻找亲

生父母，联系电话18937565657

声明公告

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寻亲公告

●刘红梅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证

号：4101030019021471，声明作废。

●商丘亿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法人章（郭付涛）遗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赵然于2020年8月12日

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670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014585736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

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

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万莉莉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证

号：410221001414173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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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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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3日 至2020年12月

7 日登录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jyzx.

zhoukou.gov.cn）（以下简称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0年12月7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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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时间及网址拍卖报价时间为：

SQ2020-52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0时00分00秒。

SQ2020-53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0时10分00秒。

SQ2020-54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0时20分00秒。

SQ2020-55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0时30分00秒。

SQ2020-56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0时40分00秒。

SQ2020-57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0时50分00秒。

SQ2020-58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1时00分00秒。

SQ2020-59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1时10分00秒。

SQ2020-60号地块：2020年12月9日11时20分00秒。

拍卖网址：周口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jyzx.

zhoukou.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

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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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拍卖开始后，方可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7/ 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及

以上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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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驱动请到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网址：http://jyzx.zhoukou.gov.cn）下载中心下载，

并正确安装。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此次网上拍卖出让网上申请、报价，不接受电话、

传真、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报价。

（二）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资料，与本公告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三）缴纳竞买保证金请按交易系统提供的银行账号缴纳。

（四）竞买人除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缴纳竞买保

证金外，还应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

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五）竞买人凡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手续和倒卖土地等

犯罪行为、非法站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因企业原因造成

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擅

自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途搞商品房开发、拖欠土地出

让金等情形之一的企业或个人，在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完毕之

前，该企业（包括其控股股东及股东新设企业）或个人不得参

加土地竞买活动。因弄虚作假而竞得土地的，其竞买结果无

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竞得人承担全部责任。

（六）本次出让为无底价出让。

（七）竞买人竞得土地使用权后，竞得人必须严格按照

沈丘县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意见进行施工建设。

（八）本次公开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公告，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周口国土资源交易竞买人系统操作手册试行点此下载

并认真查看。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102051

联系人：王先生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13日

沈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沈丘县网拍（2020）-26号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9（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沈丘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SQ2020-52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
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3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另付地上建筑物款
116.9148万元4、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4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
成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5号：1、宗地“三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6号：1、宗地“三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7号：1、宗地“三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8号：1、宗地“三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59号：1、宗地“三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土地竞得者由县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办理土地、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SQ2020-60号：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宗地内不得建设商业公寓、服
务型公寓及度假村等。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万元） 增价幅度（万元）保证金（万元）

1 SQ2020-52 县城西环路西侧
4000㎡

（合6亩）

地块名称

2 SQ2020-53

3 SQ2020-54

县城兆丰大道东
侧

县 城 西 环 路 东
侧、和谐路南侧

2419㎡
（合3.6285亩）

4000㎡
（合6亩）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1＜R＜1.5

1＜R＜1.5

1＜R＜1.5

1＜R＜1.5

1＜R＜1.5

1＜R＜1.5

1＜R＜1.5

1＜R＜1.5

1＜R＜1.6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0％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0%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1080

800

1200

460

300

700

400

200

4000

22

16

24

10

6

14

8

4

80

4 SQ2020-55
沈丘县石槽集乡
刘腰庄行政村境
内、G329路南侧

2405㎡
（合3.6075亩）

5

6

7

8

9

SQ2020-56

SQ2020-57

SQ2020-58

SQ2020-59

SQ2020-60

SQ2020-52

SQ2020-53

SQ2020-54

SQ2020-55

SQ2020-56

SQ2020-57

SQ2020-58

SQ2020-59

SQ2020-60

沈丘县新安集镇
下 溜 行 政 村 、
G220公路东侧

沈丘县卞路口乡
高山店行政村、
S207东侧

沈丘县付井镇孙
小 楼 行 政 村 、
G329路北侧
沈丘县留福镇于
古洞村、G220路
东侧

县城纬三路南侧

1412㎡
（合2.118亩）

1958㎡
（合2.937亩）

1983㎡
（合2.9745亩）

1258㎡
（合1.887亩）

27557㎡
（合41.3355亩）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商业用地

1080

800

1200

460

300

700

400

200

4000

汤阴县张斌非法集资案件，2019年6

月3日汤阴县公安局立案打击，2020年10

月10日汤阴县人民法院审结。司法机关

共追缴涉案资产1万元，所有集资款已于

2020年11月20日前转至案件工作组账

户，工作组全部清退兑付集资参与群众，现

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汤阴县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1月23日

结 案 公 告
郑州芯美昕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接到来访投诉，经稽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行为：未为张雪缴纳
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养老、工伤、失业、医疗和生育保险费。以
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特向你单
位送达《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稽查限期改正指令书》（郑
人社基令字【2020】第200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单位
自公告期满十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社会保险中心和税务机关为张雪补缴
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养老、工伤、失业、医疗和生育保险费。并
依法加收滞纳金。

请你单位自本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期满后十个工作日内，把改正情况
以书面形式报我单位。如果逾期拒不履行本限期改正指令的，我局将依法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联系电话：67170202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1月23日

公 告债权转让公告
新野县恒丰物流有限公司、田春勤、张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姚峰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我行已将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号：中原银（南
阳）流贷字2016第860052号项下形成的
对新野县恒丰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
106.49万元（截至2020年6月21日）转让
给姚峰，与上述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
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你们作为上述债
务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立即向姚峰履行
偿还义务，并对债权转让中需办理变更抵
押或质押登记等手续的工作予以配合。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2020年11月23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与李春生于2020年10月14日签订编号
ZYXYFH202010016《债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与王
孜签署的编号为中原银（信阳）经营字
2017第250059号和中原银（信阳）经营字
2018第250033号《个人借款合同》项下所
享有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李春生，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王孜、伍国友、罗金艳、金瑞章向李春生
履行还款义务，并对债权转让中需要办理
变更抵押登记手续的工作予以配合。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2020年11月23日

HENAN LEGAL DAILY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平慧莹平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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