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道路运
输货运企业安全管理，按照安全
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豫安委办【2020】7号文和
安全法第六十条要求，平顶山好
运运输有限公司等4家运输企
业存在安全隐患，经研究决定予
以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如
有异议，请于15日内到叶县道
路运输管理局提出复议。注销
企业名单、经营许可证证号分别
为：平顶山好运运输有限公司、
410422001788；平顶山恒亿达
实业有限公司、410422001046；
中盐河南盐业物流配送有限公
司、410422000118；平顶山鹰城
国润食品有限公司、4104220017
42。特此公告。

叶县道路运输管理局
2021年1月12日

公 告
鑫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

丽华、王占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2016年5月11日洛阳高新

区公安分局立案打击，2018年

8月23日法院审结，司法机关

追缴涉案资产 70.1 万元，于

2021年1月15日全部清退兑付

集资参与群众，查封的固定资产

采取以资抵债的方式实施兑付，

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洛阳高新区打击和处置非

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12日

结案公告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秦明亮）连日来，鹤壁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立足交警系统特
色和优势，统筹谋划、精心组织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庆祝活动。该支队
先后开展了警旗出旗仪式方阵展
演、“学训词精神，向警旗敬礼”等一
系列活动，并为4名退休民警举办了
退休仪式。

1 月 6 日，该支队在鹤壁市新世
纪广场开展全市交警系统警旗出旗

仪式方阵展演活动。活动现场，交
警们口号响亮、动作整齐划一，集中
展示了人民警察队伍职业化形象。
活动中，交警们还集体唱响警歌，重
温入警誓词，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从
警信念。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
大民警的职业荣誉感，激励全警以
强烈的担当精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月 8 日，该支队为 2020 年度光
荣退休的 4 名民警举办了一场简约

而隆重的退休仪式。仪式上，该支
队领导为 4 名退休民警颁发了纪念
章，送上了鲜花和纪念品，并向他们
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感谢他们的辛
勤付出和为鹤壁公安交管事业发展
作出的重要贡献。

近日，该支队又组织开展了“庆
祝节日，不忘廉政”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党员民警重温入党、入警誓词，
要求党员民警时刻做到让组织放
心，让群众满意。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泌阳县司法局
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资格考试

本报讯 近日，泌阳县司法局统一
组织12名新申请办理河南省行政执
法证的人员进行现场考试。该局旨在
通过考试，提高执法人员的学法、用
法、执法能力和水平，为政府依法行政

储备足够的执法人才，为法治泌阳建
设再上新台阶提供人才支撑。

本次考试，通过下发文件、张贴考
试须知和注意事项，明确了考场纪律，
并对考场布置、考场纪律等作出具体
要求。参考人员需要出示有效身份证
件方可入场参加考试。考场设置了监
考及巡考人员，考场视频监控全覆盖，
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韩思雨）

新蔡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科学有序推进大练兵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巡特警队
员的体能素质和作战能力，加强队伍

正规化建设，近日，新蔡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结合工作实际，以提升基本体

能和基本技能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展

开相关项目训练，科学有序推进大练

兵活动。

在基本体能方面，该大队通过长

短跑、俯卧撑等基本训练，有效提升巡

特警队员的肢体力量、协调性、速度、

耐力等。在基本技能方面，该大队有

针对性地进行武装越野五公里、擒拿

术、警用武器的分解结合等训练，有效

提升巡特警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
平。 （严鑫）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根据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焦公司”）与
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盈通公司”）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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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0日依法转让给了盈
通公司。中焦公司与盈通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盈通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

盈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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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盈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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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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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丰收中路1699号（焦

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秋歌
联系电话：13803914511 / 0391-3121322
附件：公告清单

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 担保方式本金余额 利息 债权合计

焦作市华科液压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898.82 392.39 1291.21 保证

本息基准日

2018年10月1日

担保情况

保证人：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乔卫红、何贵忠、何贵新

借款合同编号

2015信银豫贷字
第1542964号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

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

定，河南平原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

所卢红、宋景贵、成军（《司法鉴定

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已于2020年

12月21日届满）；平顶山循证法医

临床司法鉴定所杨宗豫（《司法鉴

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已于2020年

10月20日届满），以上4人的《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已于2021年1月7

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21年1月12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卢红等4人《司法鉴

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峰：本院受理原告赫明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 豫1603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1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1年2月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

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嵩阳路北段古

城新村（13 号楼 4 单元 4 层西户）房产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

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71）。

鹤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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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 2021 年 2 月 9 日 10 时至

2021年2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标的：洛阳市涧西

区北五街坊 9-2-404 号房产，起拍价

313863.6元，保证金50000元；房产权属所

有人汪晓宏；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

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与本标的

物有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

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

拍，优先购买权人未参与竞拍的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

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

和拍卖物情况调查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

和说明。咨询电话：0379-69960922 （赵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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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结果
原告陈某认为被告物流公司应当承担其

全部损失1.3万元，而被告认为陈某支付保费
10 元，声明价保金额是 2000 元，同意按价保
金额或运费3倍进行赔付。法院经庭审调查
了解到，原告陈某虽向被告支付了609元快递
费用，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当时已明确告知原
告 609元快递费包含 599元快递费和 10元价
保费用，被告提供给原告的给据邮件单据上也
未载明价保条款和金额。被告因未尽到合理
告知义务，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
被告将货物退还原告时，货物尚未完全损毁，
原告未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亦存在过错，酌定其承担货物价值 20%即
2600元的责任。法院据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货物损失10400元，退还原告运费609元。

鹤壁交警系统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活动精彩纷呈

这个节日，你们是主角

货物运输延期被拒收，损失谁赔？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席静

物流公司未明确告知顾客价保条款，也未在运单上写明该条款，在货物延
期被拒收或损毁后，能否以价保条款主张限制赔偿责任？

近日，灵宝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邮政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价保的邮件损毁，邮
政企业按照价保金额进
行赔偿；未价保的邮件损
毁，邮政企业最高按照所
收取资费的 3 倍进行赔
偿。邮政企业应当在营
业场所的告示中和提供
给用户的给据邮件单据
上，以足以引起用户注意
的方式载明前款规定。
邮政企业因故意或重大
过失造成给据邮件损失，
或未履行前款规定义务
的，无权援引本条第一款
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

案件经过
陈某系灵宝市寺河乡果农。2020

年临近春节，郑州市的于某向陈某订购
150箱苹果，打算在春节期间馈赠亲友，
双方约定货到付款。2020年1月14日，
陈某通过河南某物流公司向于某发
货。原定 3 天到达郑州的苹果，却迟迟
没有送到于某手中。直到1月30日，物
流方才将苹果送到。此时春节已过，超
出原定收货时间近半个月，于某拒收货
物。150 箱苹果因长时间运输，没有冷
藏保存，无法二次销售。后陈某与物流
公司因赔偿问题无法协商一致，诉至灵
宝市人民法院。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主要争议内
容为赔偿责任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