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院 公 告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园林小区北侧房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
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杜法官，联系电话：
19837091633。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工农路北侧、消
防路东侧门面楼房，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谢法官，
联系电话：19837091585。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0时起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对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4号1号楼4层24号、郑州市
惠济区英才街 4 号 1 号楼 4 层 31 号、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 4
号 1 号楼 6 层 50 号、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 4 号 1 号楼 7 层 64
号房屋四套进行公开变卖活动。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11月 13日 10时起

至 2021年 11月 14日 10时止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
2014980886，户名：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南聚诚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汝州聚诚建国饭店 B 座东单元
701号、702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
方式：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5 时止接
受咨询和看样。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1 日 17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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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
电 话 ：0375- 2862761，16696981596（王）监 督 电 话 ：
0375-2862230 联系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
与清风路交叉口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慧芳：本院受理王进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0425民初 2520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薛店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0时止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临
颍县固厢粮油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一宗
仓储用地使用权、地上房屋等附属物。详情请关注：(户名：
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
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9）豫 0811民初 139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将被执行人杨
战武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迎宾路19号-14付1号、2号、
3号房产予以拍卖，具体事项请登录淘宝司法拍卖网。联系
电话：19839121199 王法官。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振州：本案受理的原告刘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883民初117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协助
原告刘娟办理郑州市管城区紫辰路 72号院 7号楼 2单元 13
层1302号（原1306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据。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西虢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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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民警实地走访促和解

融天理国法人情为一体

办好便民利民惠民实事

检察官赵丽霞

本报讯 从检33年的新乡市红
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赵丽霞，以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打造了“枫
桥经验”检察版。

多年来，赵丽霞用爱心、耐心、
细心调解和化解了多起由民事纠纷
引发的刑事案件，在办案中定分止
争、消弭矛盾。由于她的不懈努力，
不睦的邻居成了朋友，反目的同事
握手言和，迷途的失足者走上了正

途。她为辖区治安稳定作出了突出
贡献，收到了数面锦旗和许多感谢
信。赵丽霞在某两县和某厂因长期
地界纠纷引发的数十人聚众斗殴案
件中，高水平地调解了三方的纠纷。
当地政府以“兵不血刃化干戈”对赵
丽霞为民执法作出了高度评价。

赵丽霞始终坚持融天理国法人
情为一体，打造高质量检察产品。
无论是群众身边的小案，还是重特
大案件，她都能做到小案大办、大
案细办，精准办好每一起案件，对

每一个失足者做训诫教育，以减少
社会对抗，维护社会治安。她经常
深入企业、学校、社区进行法治宣传，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护航经济
发展，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在办理张某某
等一案多人诈骗案件中，赵丽霞经
过多次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从零口
供到认罪认罚并全部退赃退赔，为
涉案多名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数
十万元。案件判决后，多名被害人
给赵丽霞赠送锦旗。（郭茂辉）

本报讯 洛阳市洛龙区法律
援助中心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
程，坚持政治导向、为民导向、效
果导向，注重解决好群众的烦心
事、揪心事、闹心事，推动实践活
动落地见效。

一是以便民为导向，确保便捷
高效。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审查时
限，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对
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辟

“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优先指派。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老年人等受援群众，提供上门法律
援助服务。二是以利民为目标，确
保普惠均等。围绕预防青少年犯
罪，举办法治校园活动；围绕电信
诈骗等社会热点问题，开展村居普
法活动；围绕法治军营建设，开展
法律援助进军营活动。采取庭审
旁听、受援人回访等措施，强化案
件质量监管，提高办案质量，提升
群众满意度。三是以惠民为宗旨，

确保合法权益。将老幼弱病作为
法律援助重点对象，将涉及劳动保
障、婚姻家庭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
事项纳入援助范围，切实解决困难
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加大农民工
法律援助力度，办结 69 件农民工
案，挽回经济损失 130 余万元。截
至目前，洛龙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
理援助案件 532 起，提供法律咨询
2369 人次，多次受到省市表彰，赢
得群众赞誉。

（陈述 段琳瑶）

本报讯 自公众安全感和政法
机关执法满意度“双提升”活动开
展以来，镇平县公安局直属分局
以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为载体，全力提升辖区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及对公安队伍和
公安工作的信任度、满意度。近
日，直属分局户籍室民警积极帮
助群众办理户口业务获好评。

8 月 9 号上午，一女子王某到

直属分局户籍室办理户籍业务。
户籍民警王璐平经查询，发现该
女子因长期未办理身份证被注
销。3 年前，该女子因与家人发生
矛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3 年来
从未与家人联系。由于长期未办
理身份证被注销，她成了无户口
无身份证的“黑户”。

了解事情缘由后，王璐平一边
安抚女子情绪，一边主动帮助其恢

复户籍。民警与女子所在村委的村
干部取得联系，并亲自到该村进行
实地走访。经多次协调村委和做家
属工作，9月15日，该女子与家人和
解。村组为女子出具了证明，户籍
民警按申办流程，为其办理了申办
恢复户口和办理身份证业务。10
月11日，当女子弟弟拿到姐姐身份
证时，激动地对民警连声道谢。

（王小平）

鲁山县谊诚实业有限公司、鲁山
新兴炉衬材料有限公司、李中
伟、李笑怡：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县幸福城置业有限
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鲁
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其对
鲁山县谊诚实业有限公司编号
为 12501010115110751031 的
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贷款债
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鲁山县幸
福城置业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
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们向鲁山县幸福城置业有限
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高淑春、张双全：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

其对高淑春编号为12526260

115020167391的借款合同项下

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

受让人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

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鲁山县宏泰隆达矿产品有限公
司、河南省正康医药有限公司、
杜俊仪：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其对鲁山县宏泰隆达矿产品
有限公司编号为12501010115
090641470的借款合同项下所
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
让人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
向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鲁山县健鼎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省正康医药有限公司、杜辉：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其对鲁山县健鼎实业有限公
司编号为12501010115070536
679的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
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鲁
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鲁山
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鲁山县银鼎商贸有限公司、鲁山
县万通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杨
建新、杜俊仪：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尧舜水利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其对鲁山县银鼎商贸有限公
司编号为12501010115070546
559的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
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鲁
山尧舜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鲁山尧
舜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履行
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徐环、河南省正康医药有限公
司：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其对徐环编号为125010101
15090606224的借款合同项下
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
受让人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
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
们向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平顶山市博文商贸有限公司、平
顶山市顺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王志勇：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尧舜水利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其对平顶山市博文商贸有限
公司编号为125010120130613
03001的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
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
鲁山尧舜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鲁山
尧舜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履
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河南省正康医药有限公司、鲁山
县碧水湾大酒店有限公司、平顶
山圣光美乐科技有限公司、杜长
征、杜俊仪：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鲁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其对河南省正康医药有限公
司编号为12501010115120794
497的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
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鲁
山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鲁山
县鑫润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河南正粮先锋粮库有限公司、鲁
山县泰祥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司伟、王会志：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鲁山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其对河南
正粮先锋粮库有限公司所拥有
的编号为12501010115070481
849的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
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青
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与此转让
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
让。请你们向青岛金王集团有
限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李高峰、平顶山市弘峰实业有限

公司、徐远军：

根据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鲁山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其对李高

峰所拥有的编号为的12501012

014090202003 借款合同项下

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

受让人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青岛金

王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还

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0月14日

安阳市学民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经营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一案，

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
拟作出行政处罚 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公司销售给陕西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的黑芝麻
（酸价（以脂肪计）mg/g为3.8超出限值0.8），不符合GB19300-2014《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坚果与籽类食品》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你公司未提供购进该批
次黑芝麻的相关票据及产品合格证明等。

你公司涉嫌经营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你单位涉嫌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作
出警告、罚款69000元的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听证办法》第五条/《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
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本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你公司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郭宪军 靳星 联系电话：0372-3392176
联系地址：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0月14日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