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宋凯云）为持续推动最
高检“七号检察建议”落实，3 月 13
日，浚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联合浚
县商务局快递物流管理部门对浚县
新大陆国际物流港、电商物流产业
园、辖区快递网点的快递公司寄递
工作进行检察监督，切实推动寄递
安全问题排查治理。

干警走访了新大陆国际物流港，
向物流工作人员宣传“七号检察建
议”的内容和精神，通过现场查看、检

查记录、谈话询问等方式了解快递公
司的经营资质、工作车间、制度建设
等情况，以及企业在收寄过程中落实

“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三
项制度的难点和痛点，听取企业负责
人的做法和建议。为了将问题分析
透彻，干警还走访了电商物流产业园
和城区内的部分快递网点，了解实名
收寄快递及开箱验视制度的落实情
况，实地查看快递发出操作流程，并
对快递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据悉，该院将继续针对从业人

员和社会公众加强“七号检察建
议”的宣传，提升检察建议的知晓
度和影响力，着力增强从业人员的
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同时充
分发挥检察职能，继续加强与邮政
管理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联动机
制，形成监管共识，并会同相关职
能部门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治理长
效办法，真正让“七号检察建议”落
地生根，共同促进寄递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为浚县寄递安全提供坚强
法治保障。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生胜王城冰/文图）
为净化消防产品市场，严厉打击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违规使用，进
一步提升全市火灾防控水平。 3
月 15 日上午，平顶山市消防救援
支队和辖区各大队联合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3·15”消防产品
辨真假宣传暨假冒伪劣产品销毁
活动（如图）。

为确保活动效果，该支队提前
谋划，梳理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消

防器材，设计了多个讲解环节。活
动现场，宣传人员向群众讲解感
烟火灾探测器、灭火器、应急照明
等常用消防产品功能、识别方法、
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广大群众在
购买、使用消防产品时要认真核
对消防产品的型号规格、生产厂
家资质证书以及消防产品检验报
告、合格证书等材料。通过实物
对比、案例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群众讲解消防产品知识，
受到群众“热捧”。宣传完毕后，

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集中销毁 ，
有 力 地 震 慑 了 生 产 、销 售 、使 用
不合格消防产品的违法商户。

此 次 活 动 ，全 市 消 防 部 门 共
发放宣传单页、海报 15000 余份，
销 毁 假 冒 伪 劣 消 防 产 品 500 余
件，不但普及了消防知识，还提高
了群众对消防产品的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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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寄递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浚县检察院落实“七号检察建议”

严打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平顶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10时在本公司公开拍
卖：开封天宸能源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持有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
气体有限公司股权（500万元人民币）（详见拍卖清单）。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3年3月23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20万元交
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竞
买不成功，保证金无息如数退还。

展示时间：2023年3月22-23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13849158445
拍卖公司地址：开封市大梁路东京国际5号楼6号

河南公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拍卖公告

根据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品正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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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海南品正投资有限公司。河
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品正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海南品正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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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即向海南品正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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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371-56826676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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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品正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890371521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17号海

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A座A402房号8号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品正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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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品正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HNZCCS-20230011）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2年5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务人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费用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担保方式

1

2

3

4

5

漯河市顺成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天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漯河市恒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漯河沙澧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漯河市沙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1970000.00

19010000.00

13571441.00

12820000.00

2560000.00

5270000.00

3216259.62

4649647.21

3553339.08

4225607.75

899835.27

1719536.59

58180

76200

/

62250

35800

32600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漯河市天宇钢结构有限公司、赵喜源、吕爱萍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赵喜源、吕爱萍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漯河乐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漯河市天河针织

有限公司、李秋菊、黄国辉、赵喜源、吕爱萍

漯河市恒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漯河市源汇区鑫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漯河市天宇钢结构有限公司、赵喜源、吕爱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赵喜源、吕爱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漯河乐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漯河市天河针织有限公司、李秋菊、

黄国辉、赵喜源、吕爱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漯河市恒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漯河市源汇区鑫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恒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卫大强：本院受理原告常古都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蔡彭飞：本院受理原告陈亚涛诉你、刘俊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豫0482民初40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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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
日10时至2023年4月19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

第一次公开拍卖桂某名下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

杜曲镇北徐社区2号楼1处（实勘为2号楼1902号）住

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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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5169.courtList.436.JaSrit)。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河南迪思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将权证号为 20200000170 和

20200000172 的两本不动产证

遗失，特此声明。

●开封市路游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B90J11营运证（证号：410

221009682）丢失，声明作废。

●董辉辉，遗失滑县建业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收据，金额：6874元，

票据号码1986969，声明作废。

●韩仁玉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23213010766，声明作废。

●汝州市佳天乐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公章4104820061864丢失作废。

●泌阳县浩之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4128220028922、

法人章4128220028924丢失作废。

●夏邑县业庙乡春蕾幼儿园公章

4114260015526丢失作废。

●鲁山县怡灏食品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4104230009721丢失作废。

●张俊义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16

28MA43KWKT8X）遗失，声明作废。

●涂学字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14

26MA9FUPWH1J）遗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星鸿物流有限公司豫

LL8797营运证遗失，证号：41110

4018357，声明作废。

●王俊鑫营业执照正副本（4113

28626066919）遗失，声明作废。

●陈永从营业执照正副本（4113

28626067698）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沈丘县槐店镇亚东汽车维修

中心站公章丢失，编号4116240

009214，声明作废。

●2005年6月2日出生的谷雨

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410269011，声明作废。

●汝州市兴鸿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91410482MA9LKJ7C6A，税

务UKey丢失（编码5870153032

96）、财务章丢失（编码410482110

0383），声明作废。

●徐乾成营业执照正本（9241142

6MA477G635J）遗失，声明作废。

●息县八里岔乡任店街兴旺日杂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528625165807，声明作废。

●河南顺得物流有限公司豫

LZ936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104020441，声明作废。

●社旗县公安局王丛音警官证

丢失，警号：082868，声明作废。

●崔召国，警官证，警号102239，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百花苑花店发票专用章遗

失，编号4111122002981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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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热线：0371-6597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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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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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广告公司洽谈合作、代理各类公告业务 电话：13939003188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注销公告
●商水县锐峰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5年9月22日出生的黄乐

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37369，声明作废。

●鲁山县辛集乡程东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公章丢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