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美力体育健身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房羽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5597637134F；住址：洛阳市涧

西区景华路25号奥斯卡广场南楼；你公

司于2019年1月10日自行关门至今，健

身会员无法消费引发大量诉求，本局已

立案调查，现已按照有关规定将你公司

列入经营异常与警示，因多方联系不到

你方（单位），为妥善处理消费者诉求，现

依法予以公告。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前往洛阳市涧西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湖北路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接受调查

调解，逾期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理。

联系电话：0379-64918121

洛阳市涧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23日

公 告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朱杰、张宁

(王慧)：

于2020年4月21日我所与白玉杰(公

民身份号码:412725196606120690,系债权

转让人的合伙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

议约定:河南大象(鹿邑)律师事务所将依

法享有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朱

杰、张宁签订的2014年1月9日至2016年

12月27日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代理合同共

计11 份的债权及债权附属利益全部转让

给白玉杰，该转让协议已生效。

依据法律规定我所通知你，请你收到

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白

玉杰履行给付清偿责任，将上述款项全部

归还至白玉杰银行账户。

特此通知

通知人：河南大象(鹿邑)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崔效林

2020年11月2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受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 11月 30日

下午3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杜

康、茅台不老酒等一批（详见拍卖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规

定数额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者竞买

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1月29日下午4时

展示时间：2020年11月27日至28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3666

18272593566

报名地址:安阳市北关区韩陵路7号

网 址：www.yanhepm.com

河南省言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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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

构建全覆盖应急管理宣传体系

黄玉治督导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提升监管监察质量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本报讯 11月 16至 18日，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玉治率队对我省煤矿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督导。
在督导反馈会上，黄玉治指出，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重
大灾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2019 年以
来实现了煤层“零突出”、瓦斯“零事
故”，近 5 年全省未发生冲击地压伤亡
事故。煤矿安全基础不断夯实，正常生
产建设矿井 80%以上实现了“一井一
面”“一井两面”生产模式；监管监察执
法力度不断加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
部门积极构建“三个协同”工作机制，
形成了工作合力。

黄玉治要求，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变压力为动力，重点解

决好安全发展理念、风险意
识、责任落实 3 个关键问

题；要深入开展煤矿安
全 专 项 整 治 三 年 行

动，进一步修订完
善“两个清单”，

细化煤矿安
全 大 排

查

实施方案，真正把问题找准、原因查准、
措施定准；要深入推进煤矿重大灾害超
前治理，强化瓦斯及突出灾害治理，严
格瓦斯“零超限”、煤层“零突出”目标管
理，督促煤矿落实好“四位一体”防突措
施；强化防灭火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杜绝火灾事故；强化冲击地压灾害
治理，科学确定矿井生产能力；强化水
害防治，落实好“三专两探一撤”措施；
加强水害预测预报，严防透水、淹井等
水害事故发生；强化防尘、运输管理等
工作，坚决将煤矿安全重大风险消除在
萌芽之时。

黄玉治强调，要深入提升监管监察
质量和实效，在落实监管监察责任上下
功夫，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在
创新执法方式方法上下功夫，常态化开
展远程监管监察；在保持“打非治违”高
压态势上下功夫，对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比照事故进行查处，严肃追责问责，
综合采取约谈曝光、联合惩戒、整体托
管、行刑衔接、关闭退出等措施；在改进
执法作风上下功夫，着力在思想认识、
工作作风等方面认真反思，面对重大隐
患和突出问题，挺直腰杆，发扬斗争精
神，严而又严、细而又细抓好工作落实。

国家煤矿安监局行业管理司司长
孙庆国、办公室副主任李晖、安全监察司
副司长李大生等领导和专家参加督导。
河南煤矿安监局局长刘正林、河南省工
信厅副厅长沈天良，焦作市、三门峡市政
府分管负责人，河南能源集团主要负责

人陪同督导并参加反馈会。
（任二敏）

本报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王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要论述，11 月 17 日，省应
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省应急管
理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省应急
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长
训出席并讲话，宣传训练处处
长张煜主持。

会议提出，要构建全覆盖

应急管理宣传体系，始终保持
正确方向，把握好“时度效”，深
入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打造
融媒体宣传矩阵，建立应急宣
传工作机制，实现信息传播无
盲区、无死角，提高新闻舆论

“四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宣传队伍，将宣传工作列为对
各省辖市（县、区）应急管理部
门的考核内容，配优选强宣传
干部。要将充分结合日常工

作，选好用好宣传平台，大力发
展通讯员队伍，在开展日常工
作中利用好宣传平台，在开展
重点工作、检查督查、明察暗
访、救援救灾、典型推广时，与
宣传工作同谋划、同安排。

会上，洛阳市、开封市、
商丘市、濮阳市四市应
急管理局分别就宣
传工作进行了典
型发言。

2020年，洛阳市应急管理局集中
开展了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凝聚安全
发展共识，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全民应急意识、安全素质和
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均得到了明
显提升，为实现“一杜绝三下降”目标
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该局坚持“三突出”（突出应急宣
传主流媒体作用、突出“五进”应急安
全宣传主战场作用、突出应急管理主

业务），打造全区域宣传阵地，通过
多媒体联合对安全生产三年专项
整治、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等重点
业务工作进行广泛深入宣传，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坚持

“三创新”（创新宣传方式、宣
传模式、宣传领域），构建了
全媒体宣传矩阵；坚持“三
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
保障到位、度保障到位），形
成了全方位宣传格局。

洛阳市 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开封市 为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开封市应急管理局围绕中心
工作，通过纵向上下争取支持，横
向左右加强联合，打造新平台，挖
掘新载体，建立新机制，丰富新内
容，在全市营造出领导支持、部门
配合、群众关注、人人参与的宣传
工作优良环境，为全市应急管理事
业的蓬勃发展营造出良好社会舆
论氛围。

该局建立阶段宣传主题方案
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建立统一发
布机制，确保各类信息发布和宣传
报道及时、全面和规范，实现宣传

工作闭环管理；充分利用
相关部门的组织优势，积极
组织开展“5·12”防灾减灾
日、安全生产月，以及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五进”、宣传进
校园等活动，增加特色内容，
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潮；组建
通讯员队伍、网评员队伍和“网
格员”队伍，进一步延伸应急管理
宣传工作的触角，拓展宣传服务范
围，密切与群众的沟通联络，既满
足群众切实需求，又形成良性互
动，实现了宣传效应最大化。

商丘市 提升社会应急处置能力

商丘市应急管理局按照省、市
重点工作部署和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完善工作机
制，创新方式方法，充分运用传统
媒体和新型媒介，加强应急管理新
闻发布、舆情监测应对、公共知识
普及，不断强化人民群众安全意
识，提升了社会应急处置能力。

该局持续健全工作机制，成立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新闻宣传工作领
导小组，加大基层投入力度，持续开
展重点宣传，打造了全媒体联动传播

体系。同时，该局还坚持本土与精
品结合，连续举办“应急杯”书画摄影
大赛，开展安全体验活动，坚持走贴
近群众的宣传路线，塑造了应急文化
活动品牌；坚持宣教与舆论引导相
结合，开设网上“应急大讲堂”，成立
网络舆情工作领导小组，开展暖心安
全教育等工作，让人民群众通过喜闻
乐见的形式接受安全教育；坚持团结
稳定鼓劲的宣传方针，开展典型选树
活动，用榜样的力量推动社会更加关
注、理解、支持应急管理工作。

濮阳市认真贯彻落实《河
南省应急管理厅2020年新闻宣
传工作要点》等文件精神，紧抓
宣传教育不放松，创新模式，突出
重点，有效促进了应急管理各项
工作的扎实开展。

该局加强组织领导，把宣传
教育纳入全市宣传思想工作和应
急管理工作的整体布局来抓，有力推
动了应急管理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坚持正面宣传与警示相结合，加大
重点宣传力度，开设专栏，做好安

全生产三年专项行动、督查巡查、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的宣
传；坚持展览与演示结合，丰富专题
宣传，积极协调省、市主流媒体，相继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安全生
产云课堂”等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安
全知识，夯实群众基础；坚持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结合，强化新闻宣传
效果；坚持教育与体验结合，制订

“五进”实施方案，持续深入推进应
急（安全）体验馆建设，扩大宣传覆
盖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濮阳市 把宣传教育纳入应急管理工作整体布局来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