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封丘县公安
局冯村派出所民警以教
育整顿为动力，向办事
群众讲解户口簿、身份
证等个人证件使用知
识，确保个人身份信息
安全，严防坠入诈骗陷
阱。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
影报道

为进一步挤压犯
罪空间，打击不法分子
嚣张气焰，确保社会治
安稳定，近日，长垣市
公安局佘家派出所结
合“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和教育整顿工作，集
中警力开展社会治安
隐患清查行动。河南
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化玮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中，为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推进“坚持政治建
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
整顿活动开展，近日，新
乡市公安局凤泉分局组
织民警开展打击治理跨
境赌博宣传活动。河南
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齐海霞摄影报道

在当前开展的“坚
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
警”教育工作中，卫辉市
公安局党委抓深抓细，近
日，局党委召开巡视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切实以
问题为导向，真查真改，
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
通讯员邢露文摄影报道

根据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通良公司”）与河南双旺
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双旺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通良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2021年
1月6日依法转让给了双旺公司。通良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双旺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

双旺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双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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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河南双旺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的贷款本金余
额以及欠息余额。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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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焦作市焦东南路5号 联系人：许亚13939191896
河南双旺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新区滨河世家18号楼2楼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3083808833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河南双旺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万元）利息余额（万元）代垫费用（万元）其他费用（万元）合计（万元） 保证方式

1 河南泰鑫农业有限公司 900 153.9 5.73 51.35 1110.98 林地使用权抵押、不动产抵
押、股权质押、李兰花、原长兴

合计 900 153.9 5.73 51.35 11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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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2月 18日 10时起至 2021年 2月 19日 22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豫A6P1Y2东风轻型厢式

货车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
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2月 20日 10时起至 2021年 2月 21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二七区大学南

路36号2号楼1单元4层3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2月 20日 10时起至 2021年 2月 21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二七区大学南

路36号2号楼1单元4层4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2020）豫0603执136-1号

申请执行人鹤壁杰淼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刘永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年

12月29日在淘宝网对刘永文名下的位于鹤壁市

淇滨区谦诚水岸枫情小区3号楼2单元6楼东户

的房产进行网络拍卖，因无人竞拍而流拍。本

院决定对上述房产（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

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

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

确认）进行第二次网络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

告，公告期为15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以淘

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

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专 栏）。 联 系 人 ：王 警 官 ，

0392-2418530。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1年 02月 05日 10时至 2021年

02月 0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

市洧水路北侧伞厂家属楼5层5109号房屋（产权

证号：0000046）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

见 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

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1年 02月 05日 10时至 2021年

02月 0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

市人民路北侧康庄大道东侧秀水·新华城6号楼

1 单元 5 层 503 号房产（合同号：13496420）进行

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

法院。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超：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湖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三门峡市中原置业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天相：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荣达运输有限

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本报讯“前方正在施工，大家注
意安全呀。”“师傅，您施工时一定要注
意周边环境，安全第一。”随着钩机灵
活的机械臂不停地施工，郑州市金水
区金水路与东明路交叉口西南角的施
工围挡整治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

按照郑州市施工围挡整治工作
会议指示精神，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与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执法五中

队对辖区内围而不建的“僵尸”围挡
进行了集中整治，东明路与金水路
交叉口西南角的围挡也纳入了此次
整治范围。前期，执法五中队工作
人员依据职能职责划分对此处围挡
的设置单位、围挡用途、有无占道
证、围挡设置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
范等进行了排查摸底并登记在册。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积极发

挥“大家长”的作用，就此处围挡的
整改方案与多部门进行了多次协
商、洽谈，并最终达成整改方案。

截至目前，东明路与金水路交
叉口西南角的围挡已经拆除完毕，
后期的重建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
围挡不见了，视野更广了，“冲锋号”
在“花园”的上空也更加响亮了。

（胡海亮）

近段时间以来，封
丘县公安局深入开展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组织民警走进辖区社
区、村庄，向群众讲解个
人证件安全使用知识，
提醒群众防止个人信息
泄露，自觉抵制跨境网
络赌博，避免造成财产
损失。河南法制报记
者穆黎明通讯员进昌
摄影报道

围挡整治
“花园”吹响“冲锋号”

附件： 债权转让清单

洛阳新渝华焊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洛阳市生态

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洛环罚〔2020〕6011号）。你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既未提出复议也未提出诉讼，又未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洛环罚〔2020〕6011号）。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依法

催告你单位履行义务：1.缴纳罚款肆拾万元（400000

元）；2.缴纳加处罚款肆拾万元（400000元）。

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法人及有关负责人，现依

法公告送达洛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催

告书(洛环罚催告字[2021]6001号),限你单位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洛龙分局（地址：洛阳市洛龙

区广利街洛龙区信访局大院302室）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享有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经过催告后10日内仍未履行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洛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月11日

履行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决定
催 告 公 告

声明公告
郑州汇付友科技有限公司现声明

本公司除与公司签订正常合作外，我

公司现严正声明：自登报之日起如有

冒用我公司名义与其它机构签订并开

展了业务合作造成，包括但不限于利

润、信誉、税务或其他无形损失，我公

司不承担任何直接、间接、附带、特别、

衍生性或惩罚性赔偿责任，概由行为

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立即停止这

种违规违法的行为。

我公司及法人保留追究对其上述

相关的责任主体及责任人违法违规的

起诉权利。

郑州汇付友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