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市紫皇食品有限公司、商丘市幼美
乐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商丘青果商贸有
限公司、周连坤、罗庆云、黄海涛、何海
领、刘爱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
关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李磊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借款合同中原银（商
丘）流贷字2017第980042号的《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形成的对商丘市
紫皇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493.77万元（截
至2020年9月27日）转让给李磊，与上述
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及其他权利也一
并转让。你们作为上述债务的借款人和保
证人，现我行发出债权转让公告，请你们立
即向李磊履行偿还义务，本债权转让公告
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2021年3月3日

债权转让公告
我公司定于2021年3月11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1.迈腾一

辆；2.艺术品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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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0日下午4时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3666

1583638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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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日

拍 卖 公 告通 知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孙旗屯乡三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公司位于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孙旗屯乡三山村
路段的房产不动产权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
证书》豫(2019)洛阳市不动产权第00083644号。坐落：河
南省洛阳市涧西区高新河洛路47号1幢。涉及上述房产
一、二层门面房承租人交纳房租由你方收取的事实，我公司
郑重告知如下：1.2011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房租合计
3508800.00 元，利息 674738.50 元，租金及利息合计:
4183538.50元，我公司已通过快递将计算明细邮寄你方；
2.2018年3月至2020年2月期间房租合计979200.00元，
利息377910.00元，租金及利息合计:1357110.00元，我公
司已通过快递将计算明细邮寄你方；3.2020年3月至2021
年2月房租合计489600.00元，利息223839.00元，租金及
利息合计:713439.00元，我公司将仍通过快递将计算明细
邮寄你方，附表一(计算租金)、附表二(计算利息)。

如有异议，请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我公司提
交书面答复。逾期视为同意履行通知的义务。联系电话：
13592052859。

注：请你方将201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房
租及利息合计:6254087.50 元及时支付给我公司。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2.附表一租金
2011年1月至2021年2月计算明细(原件)；3.附表二租金利
息2011年1月至2021年2月计算明细(原件)。（相关附件已
通过快递邮寄给你们。）

洛阳市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河南尊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未依法履行我局2020

年7月13日对你单位下达的《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洛人社监
察罚决字〔2020〕第 008号）相关义
务，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
书》（洛人社监察催字〔2021〕第002
号），请你单位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义务，如对履行该义务
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向
我局提出。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
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86号会
展中心357室，电话：0379-60652856。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3日

公 告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亢村派出所民
警依托“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在同盟古
镇，仅用15分钟就将一名走失孩子平安
送回母亲身边。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马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李燕是 2003 年参加公
安工作的80后女警，现任淮滨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近年来，李
燕先后被评为全市优秀人民警察、
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并荣
立个人三等功1次。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李燕带领全
体民警、辅警放弃休假，积极主动
开展涉疫警情处置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接警量骤增，

作为全局指挥中枢的指挥中心担
负着指挥调度、指令核查、情报收
集、上传下达等多项重要任务。李
燕带领指挥中心民警始终坚守在
抗疫一线，及时传达上级的每一条
指令、做好每一份信息的收集、核
查工作；对指挥中心受理防控涉疫
警情的处置流程进行规范，确保每
一起警情都能第一时间得到精准
分类、快速调度。就这样，在李燕
努力下，指挥中心疫情调度工作得
以快速畅通运转。

多年来，李燕埋头苦干、默默
奉献，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总是在
最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业务技能，
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准确无误地
整理、汇总各类工作材料，并养成
了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优异的成
绩，受到上级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李燕以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工作
精神展现了新时期女警的良好形
象，绽放出警营之花的别样芳华。

（孙久扩）

本报讯 怀揣英雄梦的90后辅
警刘岩，从少年时期心中就有一个
警察梦。2019年10月，他正式穿上
了藏蓝装，成为安阳市公安局北关
分局的一名辅警，告别了青葱岁
月，走上了工作岗位，开启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程。

从警以来，刘岩扎根在基层派
出所，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
工作作风守护着安阳市北关区的
一方安宁。

“只有把居民当亲人，把居民
的大事小情当成自家的事儿办

好、办妥，社区辅警才能走进居民
心里，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
持。”刘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从警一年多来，他将扎根
基层、默默奉献融进日常工作，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心为民的铮铮
誓言。

2020 年 7 月，刘岩到曙光路派
出所协助民警开展社区警务工
作。在“零经验”的情况下，刘岩积
极向经验丰富的民警请教，增强业
务能力，同时深入社区了解村情民
意。知晓乡村民俗，遇事主意多、

办法实，这让刘岩成为辖区群众信
赖的“小辅警”。半年多来，刘岩累
计接处警情 300 余起，满意度达
100%。他与曙光路派出所民警一
起关注民生、情系群众，用实际行
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凭借娴熟的业务技能，刘岩协
助民警侦破了大量案件。

作为辅警，刘岩将严于律己贯
彻到工作和生活全过程，严格用警
察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坚持不懈，
用扎根基层诠释着一名年轻辅警
的为民初心。 （吕志国）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
勇 通讯员 冯凤丹）为进一步加强
学校安全工作，增强学校师生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全校师生自救防范
能力，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
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
标，3 月 1 日，中牟县消防救援大队
走进新圃街小学，为师生上了一堂
消防安全课。

其间，消防指战员为学生安排
了参观消防车辆、讲解消防知识、
展示装备器材等活动。消防指战

员首先为学生介绍了消防车辆和
装备器材，讲解了消防车的作用和
火灾的危险性。在介绍灭火器、液
压钳、机动链锯等消防器材后，消
防指战员与学生展开互动。学生
在消防指战员的帮助下，戴上消防
头盔、穿上灭火救援服或抢险救援
服，过了一把消防“瘾”。

随后，大队宣传人员走进教室为
学生讲解了火灾扑救技巧、火灾现场
逃生方法等知识点；通过对学生提问
的形式，讲解了部分消防法律法规和

基本消防常识，突出强调了如何在火
场中逃生自救。活动在轻松欢快的
氛围中进行，增强了师生的消防安全
意识，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为学校师生上了一
堂消防安全课，让学校师生更多地
认识消防、了解消防，增加消防安
全知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有效
地扩大了消防安全知识宣传面，营
造了浓厚的消防安全氛围，为筑牢
新学期消防安全“防火墙”奠定了
坚实基础。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王元鹤申请执行王双立婚姻家庭
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
行人王双立名下土地一宗及土地上附属物
进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拍卖该宗土地及土地上附属物进行评估。
拍卖标的物：中牟县商都大街东段北、消防
队西侧[牟国用(2005)第 166 号]土地一宗及
土地上的楼房十层约2000平方米左右与本
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
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五日向
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
本院申请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
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
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况、拍卖公告
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
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联系本院执行人员。
联系人：张丙江，联系电话：17803833129。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苗彦强：本院受理王国梁与你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河南世纪天元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豫郑世纪评字
[2021]02346S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本院查封你
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果园路35号院
21 号楼 1 单元 3 层 6 号房屋，经评估价值为
272.11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资产评估报告
书，你应于公告之日起3日内来本院领取房地
产估价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
请于公告期满后3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
书，逾期不影响本案执行程序，本案将依法进
入拍卖程序。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井炳志：本院受理王国梁与你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河南世纪天元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豫郑世纪评字
[2021]02345S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本院查封你
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路106号远
征大厦 5 层西南户房屋，经评估价值为
198.96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资产评估报告
书，你应于公告之日起3日内来本院领取房
地产估价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
议，请于公告期满后3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
异议书，逾期不影响本案执行程序，本案将
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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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辅警刘岩

扎根基层 诠释为民初心

80后女警李燕

锐意创新 绽放别样芳华

中牟县消防救援大队

上好校园消防安全课

李秀荣：

根据我与河南遂成豫州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 3月 1日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你所欠我的190

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等的债权已经

自2021年 3月 1日起转给河南遂成

豫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请你接到该

通知后将该笔款项下的本息依据四

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川0104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

司法确认金额直接支付新的债权

人。

特此通知。

通知人：解鹏

2021年3月3日

债权转让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