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员工奖惩暂行规定》、义煤发
2016(408)号《关于开展劳动用
工专项整顿工作的通知》和义煤
发〔2017〕360号《关于印发〈关
于开展整顿劳动组织、规范劳动
用工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等有关劳动组织管理规定，
经公司研究决定与陈小庆职工
终止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
现予以公示，请陈小庆自本公告
刊登后15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手续。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农林分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公 告
经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批复同意，依据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郑公共资

源产权（告）字[2020]027号），特此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价格
1.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位于惠济区黄河南岸86号心屿16号楼1-2层4号房产（思念果岭国际社区·心屿澜

湾），房屋所有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1101119620号，总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258.23㎡。
2.挂牌价格
本次标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395.35万元。
二、标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标的已经公司党委会会议通过，董事会批复同意。
三、标的资产评估及核准备案情况
1. 资产评估
本标的已经河南求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0 年10月20日，评估

价格为大写人民币：叁佰玖拾伍万叁仟伍佰元整，小写人民币 395.35万元。
2.核准备案情况
评估报告已在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备案。
四、转让底价、交易相关税费交纳
1.转让底价为挂牌价格；
2.交易相关税费由交易双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缴纳。
五、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并提供不低于转让底价的资信证明；
2.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法人；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1.意向受让方在参与报名之前，须详细了解房屋标的全部状况，一旦参与报名竞卖，即视

为接受标的的所有现状（包括瑕疵），意向受让方受让成功后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2.意向受让方需自行了解郑州市房屋限购政策。如因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限制导致产权

不能过户或本次交易无效的，由此产生的风险和责任均由受让方承担。
3.本次成交价款中不包括买受人应向其他部门缴纳的过户费、交易费、契税等各种相关税

费以及未知的各种费用。在办理产权变更相关手续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除国家规定由转

让方承担外，其他均由受让方承担。
4.配套设施有水、电、天然气。
七、公告期限、竞价时间及交易方式
1.公告期：2020年12月18日至31日；
2.标的展示期：2020年12月18日至31日，如需查看标的，请提前预约，过期不候；
3.竞价时间：2021年1月13日上午9时开始；
4.本次挂牌采取网上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八、意向方报名及保证金交纳
1.有意参与的意向方，在充分了解标的基本情况和现状等相关信息后，在公告期内通过郑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登录注册，注册成功后向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意向申
请，意向受让方网上报名通过后，同时提交书面报名资料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7016房
间核验报名资料。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上午11时00分；

2.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通过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交纳交易保证金。
交纳保证金为人民币50万元，交纳时间为：2021年1月11日至12日下午17时00分（以银行
实际到账为准），未按要求交纳保证金的，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3.交易活动结束后，未成交方的交易保证金5日内无息原渠道退还意向方；成交方保证金
不予退还，抵成交价款；

4.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保证金交纳和退还等要求，请认真查阅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zzsggzy.com办事指南-产权交易-企业国有产权-《意向方网上注册、报
名、竞价操作手册》；

5.以上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zsggzy.com）产
权网上交易大厅《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挂牌交易须知》。

九、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371-67188804；
报名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政务中心7016房间；
标的展示联系人：李锐军；电 话：13674970595；
地点：惠济区黄河南岸86号心屿16号楼1-2层4号（思念果岭国际社区·心屿澜湾）；注

册、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371-67188807。
2020年12月18日

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房屋转让交易公告
沈丘增林农机专业合

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2015年 5月 6日公安局立

案打击，2017年10月11日

经柘城法院审结，司法机关

共追缴涉案资产9万元，已

兑付集资参与群众。现予

以结案。

特此公告！

柘城县打击和处置非

法集资办公室

2020年12月18日

结 案 公 告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王欢讯）今年以来，宝丰县司法
局紧紧围绕“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局的执法
满意度”这一目标，立足职能实际，多措并
举，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执法满意度。

党组高度重视，上下目标一致。该局党
组先后召开6次工作推进会，并在每天的班
前会上对该项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实现
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创新宣传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该局将
司法行政机关职能制作成音频，在全县 321
个行政村同步播放、同频覆盖；举办“我眼中
的司法行政工作”抖音短视频大赛，并将优
秀作品通过抖音平台向社会推送；利用公众
微信号，群发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张贴并发
放《宝丰县司法局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宣
传页 20余万份；依托“三八”红姐法治文艺
宣传队开展法治宣传巡演；通过移动网络发
布7万条有关司法行政职能的信息，强力提
升群众对司法局的执法满意度。

夯实基层基础，创新工作机制。该局安
排20名专职律师在线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
法律疑难问题；组织律师开展法治宣讲活
动，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努力为民营经
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坚实的法治
保障；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不断扩大
法律援助覆盖面，切实提高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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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河南
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李山林）12 月 15 日下
午，平顶山市公安局新华
分 局 召 开 新 闻 媒 体 座 谈
会，通报该分局自成立以
来取得的工作成效，听取
意见和建议。

该分局政委屈金龙介
绍，新组建的新华分局成
立以来，在市公安局党委
和新华区委、区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全体民警精神
饱满、斗志高昂、忠诚履
职，坚持把打击违法犯罪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政治检验，社会治
安环境明显改善，发展环
境明显优化，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明显提升。

以打开路，严厉打击
各类刑事犯罪活动。该分
局成立一个月来，共立刑
事案件 68 起，受理行政案
件 111 起，刑事拘留 39 人，
行政拘留 39 人，抓获在逃

犯罪嫌疑人 15 人；扎实开
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加强巡逻防控提高
见警率，采取网格警力全
天候巡、各警种分区域巡、
社区民辅警定点巡、特勤
大队徒步加摩托车巡等方
式开展巡逻，最大限度把
警力摆上街面，挤压犯罪
空间，有效降低发案率。
该分局成立的一个月内，
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38.5%、
环比下降 11%。该分局还
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全面
推行“小板凳”工作法，依
托“一村一警”“五零社区”
建设，全面开展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化解工作，化解
各类社会矛盾 30余起。

同时，该分局严格队
伍管理，新出台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内
部安全管理，严守警纪警
规，坚决防止违规违纪等
问题的发生，用铁的纪律
锻造一支铁的队伍。

平顶山市公安局新华分局
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平顶山市石龙区公安局

民警护送他乡迷路女孩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王晋婷）日前，平顶山市石
龙区公安局人民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夜巡时，一名少女向警车跑来，哭着对
民警说自己迷路了，请求帮助。见状，
民警连忙安慰女孩：“别急、别怕、别哭，
有什么困难慢慢说，有我们在，放心。”

经了解，女孩系南阳市镇平县人，原
计划当日乘车到平顶山某高校与好朋
友相聚，但因不熟悉地理位置，搭错了
车误来到与目的地相隔近 40 公里的石
龙区。当时天色已晚，女孩四处询问发
现已经没有可转乘的交通工具，正在担
心害怕时，看到了夜巡的警车，遂向民警
求助。

“走，今天我们为你跑一次末班车！”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女孩说。经过40分
钟的车程，民警将女孩安全护送至目的
地，帮助她见到了好朋友。两个女孩喜
极而泣。民警嘱咐两人，以后异地出行
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合理安排时间，
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情况，无论何时何地
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两个女孩表
示，以后一定会吸取经验教训，多加注
意，同时对民警暖心帮助再三表示感谢。

宝丰县司法局
多措并举提升执法满意度

心系百姓见真情 为民服务守平安

“孩子很乐观，喜欢唱歌，每天起床之
后都要唱，在病房里也一样，这里每个人
都认识他。”提起儿子，外卖小哥苑冠华总
是笑得很开心，仿佛不幸从来不曾降临。

9岁，别人在校园里奔跑放声大笑
的年纪，他的儿子却因为癌症住院，吃
着苦涩的药片，接受痛苦的化疗，五彩
斑斓的童年，困于那片纯白的天地。

时间回到2019年7月，苑冠华的儿
子被查出恶性肿瘤，这对于一个城市基
层打工者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们
夫妻俩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家里老人的
情绪也很低落。但是为了孩子，咱肯定

要坚持下去，对吧？”苑冠华说。
为给孩子治病，苑冠华每天打两

份工，只睡 4 个小时。若不是要维持
健康的身体，他一分钟都不想闭眼休
息，因为怕孩子等不了。癌症治疗是
个无底洞，发病至今不过一年多，还没
做手术就已经花掉了几十万元，那是
家里三代人的所有积蓄。

家有病儿无疑是不幸的，但苑冠
华表示自己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困难
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今年 6
月，河南体彩中心和当地电视台《小莉
帮忙》栏目共同设立的体彩助“莉”基
金，了解到苑冠华一家的情况后，派主

持人到医院探望了他的儿子，并对他
们一家的困境进行了报道。

随后，河南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
联系上苑冠华，并送上了被他称为“救
命钱”的那笔捐赠款。很多观众也通
过节目知道了这个身陷困境，但始终
积极向上的家庭。一笔笔来自陌生人
的捐款，像一束束微光向苑冠华一家
聚集，形成一片暖暖的光芒。

“在我觉得最黑暗无望的时候，体
彩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他看着伸出援
手的人们，觉得看到了孩子康复的希
望。面对这些努力生活的人，体育彩
票希望能助他们一臂之力，苑冠华只

是体彩公益活动的众多受益者之一。
每个人在购买彩票的同时，也帮助着
远方陷入困境的人们，成为受助者生
命里的点点微光，和受助者一起，成为
公益活动的见证者。

11月 23日，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新
华社客户端共同发起的“寻找微光公
益见证官”活动，邀请每一位愿意传递
爱与温暖的你，为公益助力打 Call。
作为“微光公益见证官”之一，苑冠华
说：“我希望在孩子康复后，也能通过
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

“有阳光，就有希望；互相帮助，希望更
大。”苑冠华如是说。 （黄斐）

微光星公益 体彩助力外卖小哥救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