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15日，灵宝市市场监
管部门、市消防救援大队等在市桃林街
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集中宣

传活动。宣传人员结合实物，向群众讲
解如何使用常见的消防产品，手把手教
群众如何识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提醒

群众一旦发现冒牌消防培训和假冒伪
劣消防产品，积极拨打“12345”“12315”
进行举报。 （程璐颖）

博爱县姗姗美容店：
经调查，你店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从事生活美

容服务的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店作出警告，罚款9000元的行政处
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你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博爱县卫生计生监督
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店对上述行政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可于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博爱县卫生计生监督
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和第六
十四条的规定，你店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店要求听
证，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逾期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博爱县义沟村村口
联系部门：博爱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科
电话：0391-8690067

博爱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3月17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银河办事处刘庄村村民委员
会、蒲庄村村民委员会、庙后安村村民委员会：

郑州华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物业服务期限为3
年，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现合约已到
期。自本通知刊登之日起15日内，你们需变更领航社区
（银河办事处12号安置区）在郑州航空港水务发展有限公
司登记的我公司名称（自来水）和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我公司名称（电梯）到你们
单位。若逾期不变更，由此产生的行政、法律、经济纠纷，
你方将承担相关法律后果。

特此通知。
郑州华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通 知

安阳市学民商贸有限公司：
我局已依法对你公司经营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一案作出警告及罚款69000元的行政处罚。因其
他方法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安市监处罚
〔2023〕3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我局（地址：安阳市文峰区东风路与弦歌大道
交叉口向南200米路东1009房间）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

当事人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
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明支行（账号：41001504210050207
404，收款人：安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逾期不缴
纳罚款的，将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
将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60日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
月内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17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
斌 通讯员 梁亚莉）巾帼建功展风姿，
意气风发谱新篇。在第113个三八妇
女节当日，鄢陵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荣获“河南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鄢陵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女性
干警占比达 66.7%，她们以多重角色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勇挑重担、踔厉
奋发，时刻怀着争先进、创一流的决
心和信心，出色圆满地完成批捕、起
诉等各项急难险重工作任务。该院
第一检察部时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引领，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
民”的职业政治信仰，将办案就是办

民生理念厚植于日常执法中，时刻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紧紧瞄定“检察高
质量发展”目标，在司法办案中不断
转变司法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全年
案件比、少捕慎诉慎押和认罪认罚工
作成效显著，用实际行动践行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

本报洛阳讯 近日，洛阳市孟津区
检察院召开2023年检察工作会议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该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李齐振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纪委监委派驻检察院纪检监
察组组长朱建华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对 2022 年度工作中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朱建
华传达中央、省、市、区纪委全会精神
并对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败工作提
出要求。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依法能动履职，以检察工作高
质量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要明

晰形势，找准问题，锚定高质量发展目
标，把检察工作的具体要求细化到各
项检察工作中。要把学习宣传党的二
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党
建引领，推动全院工作提质增效。努
力在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晋慧慧）

本报讯 3 月 14 日，南乐县检察
院举行国家司法救助金集中发放仪
式。仪式现场通报了此次国家司法
救助工作开展情况，该院不断完善

多元救助渠道，积极帮助受害人及
家属走出困境，缓解其生活上的困
难。仪式现场，该院向 10 名群众发
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52836 元。在发

放仪式上，被救助群众代表作了发
言，有两名被救助人向该院赠送了
锦旗。

（闫伟东 张慧敏）

项城市正才药店：
本局于2022年9月13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

处罚决定书》项市监药处罚〔2022〕25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
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没有履行：1、没收违法所得
6元；2、处10万元罚款，合并处罚没款100006元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现
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
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
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刘纪超 联系电话：0394-4312968
联系地址：项城市建设路

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17日

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
履行催告书

项市监药罚催〔2022〕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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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孟津区检察院

坚持党建引领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南乐县检察院

集中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开展消防产品打假宣传活动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HNZCCS-20230012）

根据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
对一加一天然面粉有限公司单户债权及其项下担保人或相
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
关义务人。

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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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568025310
住所地：遂平县城南新区勤政路创业大厦2号楼2473

房间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8838113692
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号河南传

媒大厦26层
特此公告。

遂平县兴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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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基准日：2022年06月30日 （人民币：元）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其他费用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担保情况

一加一天然面
粉有限公司

371,312,170.00 54,515,200.85 河南惠济开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鼎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
新优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刚

0.00 抵押物：债务人名下位于遂平县希望大道中段65.86亩工业用地及27846.62
平方厂房，遂平县车站镇高速公路引线北侧43.90亩工业用地及12750.76平
方厂房；王刚名下的机动车登记证书410007406361奔驰轿车
保证人：河南惠济开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鼎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
新优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刚；

3 月 16 日，2023“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河南省）启动仪式在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举行，报名通道也正式开
启。今年，河南体彩将继续乘着春风
温暖出发，为省内 30 所公立乡村小
学，送去体育器材、体育设施等，同时
还将为部分受助学校提供深度体育支
教服务。

坚持公益初心
助力青少年体育教育事业发展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起的一项

全国性的主题品牌活动，该活动集体
育、公益、乡村振兴为一体，通过向乡
村中小学赠送体育器材、体育设施和
提供免费的体育教育等方式，助力乡
村体育、乡村教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

启动仪式上，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主任王海新介绍：“我省自 2013年起
开始加入该活动，在过去的 10 年当
中，通过“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
我省体彩中心已累计投入 445万元，为
271 所乡村中小学送去了适合体育教
学的体育器材和设施，惠及师生 8.2 万
人，并为省内 20 所学校送去了一整个
学期的体育支教课。”

王海新介绍，在“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项目的带动下，很多受捐赠的学

校在得到“快乐操场”捐赠器材的基础
上，也得到了各级体育、教育主管部门
持续关注，各级部门继续加大对受赠
学校的追加投入力度，使受赠学校的
各类体育配套设施、学校赛事活动、体
育教学等工作持续加强。

报名开始啦！
30个受助学校名额待申请
2023 年，省体彩中心通过“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活动，将对省内的 30 所
乡村学校进行捐赠，为每所学校送去
价值约 2 万元的体育器材和设施，同
时还将对其中 10 所学校提供 2023 年
秋季学期的体育支教服务。

目前，2023 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时间为 3 月

16 日至 4 月 15 日。其间，省内体育器
材匮乏的公立乡村小学都可以登录河
南体育彩票官网申请报名。孩子们享
受运动的快乐，离不开配套设施齐全
的操场，熟悉情况的社会爱心人士也
可以帮助乡村公立小学报名。

今年是“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落地
河南的第十一个年头，也是重新出发的
新起点。过去的十年微光汇聚，河南体
彩践行公益一直在路上，这道微光，未
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未来，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继续秉持公益
之心，履行社会职责，用行动助力孩子
们的体育梦想，用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方式助力健康河南、体育河南，助力
中原更加出彩。 （张 洁）

2023“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省）活动开始报名啦！

荣获“河南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鄢陵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