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邦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581MA3XABYN18）：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我局
驻人社监察理决字[2020]第14号行政处理
决定书。内容如下：你单位承建驻马店东
方今典高铁新城项目工程施工期间拖欠杨
四军班组11名工人工资141640元，经我
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根据《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
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1.支付拖欠杨四
军班组11名工人工资141640元；2.加付
杨四军班组11名工人赔偿金70820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60日内，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或驻马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六个月内向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河南波普酒店连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1700399592764T）：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驻人
社监察催字【2021】第3号催告书。内容如
下：你单位拖欠工资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催告如下：1.支付娄若恒工资叁
仟肆佰捌拾元；2.加付娄若恒赔偿金壹仟
柒佰肆拾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
辩意见，请在送达之日起10日以内向我局
提出。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
务，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河南波普酒店连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1700399592764T）：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驻人
社监察催字【2021】第2号催告书。内容如
下：你单位拖欠工资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
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催告如下：1.缴纳罚款
贰万元；2.加处罚款贰万元。共计罚款肆
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
见，请在送达之日起10日以内向我局提
出。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
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驻马店市喜悦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44XLCNXY）：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驻人
社监察催字【2021】第1号催告书。内容如
下：你单位拖欠工资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
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催告如下：1.缴纳罚款
贰万元；2.加处罚款贰万元。共计罚款肆
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
见，请在送达之日起10日以内向我局提
出。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
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周 超 超（身 份 证 号 ：4209221985****
3811）：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驻人社监察催
字【2021】第5号催告书。内容如下：你拖
欠工资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根据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催告如下：1.缴纳罚款贰万元；2.
加处罚款贰万元。共计罚款肆万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
送达之日起10日以内向我局提出。如无
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我局将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河南邦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581MA3XABYN18）：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我局驻人社监察罚
决字[2020]第 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
下：你单位承建驻马店东方今典高铁新城项目
工程施工期间拖欠杨四军班组11名工人工资
141640元，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根据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我局决
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贰万元的行政处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应
当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凭《河南省政府非税
收入专用缴款通知书》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逾期不缴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加处罚款。如不服
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60日内，向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驻马店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驿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韩作君，男，中共党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并
先后荣获中原卫士、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全市公安机关优

秀共产党员、洛阳市技术能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
号，获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2008年，韩作君从部队转业到公安机关，从事公安刑事科学技术
工作。为尽快掌握专业知识，他从制作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制图等基

础工作做起，虚心向老同志请教。每次勘验后，他都会认真回想分析现
场勘查中的得失，每年的工作日记都要记上厚厚一大本。“小韩很钻研，一
上班就不停看书、查资料、比对现场，不少案件都在他那儿打开了突破口。”
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政委张正伟说。

近年来，韩作君提供侦破线索300余条，直接侦破案件94起，其中系列案
件20余起，成为洛阳公安打击犯罪的一把“钢刀”。韩作君有两个“法宝”，一
个是旁人看得见、看不懂的笔记本，另外一个就是镌印在他脑海里的数据
库。工作中，韩作君坚持“立足辖区、服务全市”的理念，把自己总结探

索出的“勘侦合一、累积式串并案件工作法”传授给兄弟单位，实现
资源共享，为全市刑侦工作提供大量侦破线索。

从警以来，韩作君一直坚守在刑事技术一线，
以执着的追求、无私的奉献和实干的作风实现

了角色转变，用责任和担当点亮了自
己无悔的青春。（郭宇鹏）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
的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有效维护辖
区治安秩序，镇平县公安局马庄派出
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积极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
局势持续稳定。

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彩页，
现场向群众详细介绍“冒充QQ好友”

“网上兼职”“代办信用卡”“虚假中奖”
“刷单返钱”等常见电信诈骗类型，提
醒群众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
对诈骗案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最大

限度减少诈骗案件发生，接到类似诈
骗电话，不轻信、不点链接、不打款，一
旦上当受骗，保存证据并立即拨打 110
报警。

在辖区集市、交通主干道周围，民
警还围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宣讲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
盔、乘坐汽车不系安全带存在的安全
隐患及典型事故案例，告诫群众要自
觉抵制交通陋习。

在校园内，民警以安全教育、法治
教育为主，从防校园欺凌、防不法侵

害、防溺水及消
防安全、交通安全等方
面作了讲述。民警通过现场
演练的方式，向在校师生们讲解了如
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提高防范能
力，并呼吁同学们认真学习和理解法
律知识，运用好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该所通过一系列的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的安全
意识，大大减少了可防性案件的发
生。 （王小平）

汝州市恒远实业有限公司、潘反修、潘银

利、唐品霞：

本会受理的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平仲裁字[2020]第 16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

（平顶山市新城区大香山路与祥云路交

叉口中房集团二楼）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

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逾期将报请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定于2021年5月

26日9时在本会仲裁二庭开庭审理，如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汝州市溢聚实业有限公司、刘肖肖、潘

反修、唐品霞：

本会受理的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三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平仲裁字[2020]第

17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会（平顶山市新城区大香山路与祥云

路交叉口中房集团二楼）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成方式

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报请本会主任指

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定于

2021年5月26日11时在本会仲裁二庭

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裁决。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3月10日

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东风日

产旧机动车一辆（以展示现状拍

卖），竞买人请在中拍平台完成注册

登记，3月9日17时前交纳拍卖保证

金（以银行到账为准，不成交全额无息

退还），并携带身份证明到我公司签订

竞买合同。

展示时间：2021年3月4日-5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9-63627750

15729103103

洛阳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哈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候秋敏诉你单

位关于工伤赔偿、双倍工资、经

济补偿金及失业损失争议一案

(金劳人仲案字[2020]第 311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决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不服本裁决，可

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

诉，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吴志军 李晓莉）2月26日，从全省法治乡村建设电
视电话会议上获悉，襄城县被省普法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授予“河南省法治创建活动先进县”荣誉称
号。该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付强，县司法局局
长贾晓辉在郑州会议现场接受省领导颁发的奖
牌。据悉，这是许昌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区）。

创新融合，抓好普法阵地建设。该县将法
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成立“快闪”普法宪
法宣传队，把法律知识融入快板节目中，深入乡
村、社区、集会进行演出。突出重点，注重法治
意识培养。该县将领导干部、公务人员和青少
年学生作为学法用法的重点对象，进一步提高
全县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
政水平。因地制宜，强化乡村法治创建。该县

司法局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作用，培育
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
带头人”，全县各行政村培育了 3 名至 5
名“法律明白人”，设立一个法治宣传
栏、建立一个法律图书角、组建一支
法律志愿者队伍、设立一个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室。

“‘河南省法治创建活动先进
县’这一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
的起点，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切实为
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一体建设作出贡献。”襄城
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襄城县司法局局长
贾晓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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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县喜获“河南省法治创建活动先进县”荣誉称号

民警韩作君：
刑事技术一尖兵

南阳市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阳中泰国际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杨忠坡、牛香改、金贺旭：

根据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与北京中
豫鑫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将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借款合同，合同
号2014年14128886010001项下形成的对南阳
市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给北京中
豫鑫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上述转让债权相关
的担保权利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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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即向北京中
豫鑫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偿还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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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豫鑫源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联系电话：18500406113。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2021年3月1日

债权转让公告

镇平县公安局马庄派出所

积极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因地制宜 创新融合 强化乡村法治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