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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政法

根据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尉氏琨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合同》，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尉氏琨
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尉氏琨瑞粮油购销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尉氏琨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及其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尉氏琨瑞粮油购销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及其他责任等。特此公告。

尉氏琨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103787440
联系地址：尉氏县大桥乡通院村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890126661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商务外环路2号河南传媒大厦25层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尉氏琨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2023年1月20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余额、费

用，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
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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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中的“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包括但不限于抵押人、出质
人、保证人、差补义务人等。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
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尉氏琨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HNZCCS-20230004）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1年9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务人 本金余额 利息、罚息、费用等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担保方式

1 开封裕通棉
业有限责任
公司

66508385.56 密会玲、王保义、河南
中方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15802473.20 抵押物：债务人以位于尉氏县大桥乡通院村工业用地78848平
方米最高额抵押2000万元（不动产中心未查询到信息）；债务人
以机器设备338套抵押（通用，主要用于生产棉纱）最高额抵押
1000万元；债务人以位于尉氏县大桥乡通院村工业（办公楼、车
间、仓储、伙房）房产39411.75平方米抵押；保证人：密会玲、王保
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河南中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最
高额担保3000万元。

结案公告
高金玲非法集资案件，

2013年1月由新密市公安局立

案侦查，2013年11月新密市人

民法院已审结，集资人信息已

转交案件主办地，根据非法集

资案件“三统两分”办案原则及

相关规定，待主要侦办地资产

处置后，再进行统一兑付。目

前我市无可处置资产，现予以

结案。

特此公告。

新密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月20日

新密市全家福健康体检中
心（郑永刚）非法集资案件，
2017年 8 月由新密市公安局
立案侦查，2019年 11月判决
生效，因本案主要涉案财产在
辽宁省沈阳市，2020年 9月，
新密市人民法院将查封的财产
和执行情况函通过邮寄的方式
送达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根据非法集资案件“三统
两分”办案原则及相关规定，待
主要侦办地资产处置后，我市
再进行统一兑付。目前我市无
可处置资产，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新密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月20日

结案公告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季霞）1月 10日，鹤壁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在
区公安分局 3楼会议室召开 2022年度
评审工作会，对 2022年度上报见义勇
为行为进行认定与评定。评定委员会
主任郭建勇委派分局副局长瞿海涛主
持召开会议，区见义勇为协会会长马堂
及评定委员会各委员参加。

会上，该区见义勇为协会秘书长
徐珊带领大家学习了《河南省见义勇
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宣读了开发
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的职责。

随后，会议对 2022年度申报的一
起见义勇为行为事迹及调查核实情况
进行了逐一介绍，各位委员对申报的见
义勇为行为发表了各自看法，提出了有
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最后，与会委员对
该起行为是否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进
行了投票表决。委员们一致通过，确认
申报的这一起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

本报讯 自“三零”创建工作
开展以来，通许县玉皇庙镇把“三
零”创建作为提升农村治理能力主
抓手，构建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新
格局，零距离为民排忧解难，不断
推动全镇平安建设再上新台阶。

“三零”创建奏响新乐章。高
度重视，健全组织领导。该镇成立

“三零”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创建
工作专班。舆论先行，营造浓厚氛
围。该镇抓好“线上+线下”宣传，

悬挂“三零”创建宣传横幅 660条，
印发宣传单2万余份。锚定重点，
消除创建难点。该镇开展“六防六
促”专项行动，目前共排查、调处矛
盾纠纷 287 起，化解信访积案 3
起。健全机制，固化创建常态。该
镇全力推行全新信访维稳工作机
制，已化解信访积案 3 起，解决土
地、邻里等矛盾纠纷236件。

“四个”支撑打开基层治理新
局面。该镇以“党建+一中心四平
台”为支撑，建成行政村、管区、镇

三级平安网格化体系；以党建引
领，凝聚“三零”创建合力为支撑，
全面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以法
治为保障，提升“三零”创建能力
为支撑，依靠“和事佬”调解志愿
服务队，普及法律知识，及时发现
并解决婚姻、邻里关系、民事纠纷
等方面的矛盾问题；以德治为支
柱，增添“三零”创建动力为支撑，
结合中国传统节日，举办各具特
色文化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融合
度和幸福感。 （娄红云 孟强）

本报讯 2022 年以来，开封市顺
河回族区紧紧围绕平安建设目标任
务，进一步压实责任、提升站位、多措
并举，高质量、高标准推动平安顺河
工作深入开展。

提升服务群众能力，解决群众
问题。该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
员、老党员，定期开展入户走访工作，
第一时间了解辖区家庭、邻里之间操
心事、烦心事，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
了解群众需求，着力化解群众身边的
不稳定因素。2022年以来，全区共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 142次，调解矛盾纠
纷2556起，调解成功率98%。

提升巡逻防控能力，维护社会
稳定。该区将“一村一警”、“一村
一法律顾问”、网格员、党员干部、
志愿者充实到巡防队伍中，深入辖
区街面、夜市、KTV 等人员密集场
所积极开展巡逻防控，延伸触角到
辖区的各个角落，主动发现矛盾、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切实把矛盾
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织密筑牢
社会治安防控网。

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防范安全
风险。该区充分利用平安建设指挥
棒，组织开展平安单位、平安学校、
平安医院等平安创建活动，推动各
级各部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着力防控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
风险。同时，该区组织各乡（街道
办）综治办、网格指挥室广泛宣传安
全生产和交通安全知识，增强广大
群众的安全意识，引导居民规范行
为，从源头上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娄红云）

提升“三个能力”建设平安顺河
认真评议

确认见义勇为行为

加强基层治理 为民排忧解难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1月30日10时在中拍

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土

方约13850.2立方米。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况、实

地踏勘标的，于2023年1月29日12时前交纳规定数额

的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23年1月27日-28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62388158 15286806180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月20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3年1月30日16时在东风

路世玺中心2514室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以下标的：废

旧电脑主机一批（详见清单）。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

年1月29日17时前实地踏勘标的，交纳规定数额的竞

买保证金，并持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23年1月28日—1月29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公司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28号院28号楼

咨询电话：15515592271

河南万仕达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月20日

拍 卖 公 告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执行人洛阳宇灏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洛阳市中广优钢有限公司、韩永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8）豫 0302 民初 1361 号民事调解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执行中。本院拟于2023年2月

18日在淘宝网公开拍卖洛阳市中广优钢商贸有限公

司持有的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2264151股，现本院依法公告，如对上述股权享有优先

购买权等权利的相关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书

面向本院申请。逾期未申请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英伟：本院受理原告王芳诉被告王英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一庭（119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3）豫0402民初89号

杨德红：本院受理原告郑坤雨诉被告杨德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华区人民

法院滍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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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3日

10时至2023年2月4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临颍县锦隆商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河南

省漯河市临颍县三家店镇高宗寨村华严寺中学西侧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为 20180000615、20180001687、

20180001688、20180001689、20180001690、20180001691

的房产、土地及部分设备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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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
张凯伟：

你在2014年4月3日借王世

强250万元，到期多次催款至今未

还。王世强依法将上述债权债务

及担保单位（杞县博鑫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及其他特权全部转让给钱

新安。由钱新安直接向张凯伟及

担保单位催讨债务。

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河南杞县西关大街

3胡同94号

联系人：钱新安

联系电话：15537898555

通知人：王世强

2023年1月20日

●郑州市郑东新区新鸿服装店

营业执照副本（证号：41010160

0058870）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富源构树产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91410926

MA410E003K）正副本、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鹿邑县公安局民警姜玺龙，警

官证，证号070590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魁达律师事务所翟学章

律师证遗失，证号：1410120121

0529776，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弹力岛儿童游

乐俱乐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

MA9FCLPE3F，声明作废。

●2010 年 9 月 7 日出生的李程

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212219，声明作废。

●2015年3月22日出生的刘心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38429，声明作废。

●祁振欣（身份证号：41092219

9612010336）不慎将 2022 年 8

月 11 日河南永甲置业公司开

具 的 收 据 遗 失 ，收 据 号

1061366，金额145848元，房号：

13-2-1801，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0371-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欢迎各广告公司洽谈合作、代理各类公告业务 电话：13939003188本栏目法律顾问 爱法TV法律 0371-56780000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2011 年 1 月 29 出生的陈雨

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6746，声明作废。

●2009年2月1日出生的黄筱

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506539,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7日出生的张昊

彦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Q410199979，声明作废。

●2014年7月8日出生的陈立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

O410835943，声明作废。

●安阳市伦翔物流有限公司豫

ES2025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0505021246，声明作废。

●2017年7月5日出生的郭峪

宸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Q411881277，声明作废。

●2007年4月7日出生的张领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

H41045092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