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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森艺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张旭
国、张志强：

本委已受理了（2019）郑仲案字第
0246 号申请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与你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郑仲裁字第 0246
号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裁决书 张涛、付振、魏璐、余少伟、河南传世经典商贸有限公
司、施金财：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业路
支行与你方合同纠纷仲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
127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
书和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选定仲裁员和举证的权利。领取
组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的期限为提交仲裁选定书
期限届满后15日内，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20
年7月21日上午九点在本委仲裁四厅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仲裁委员会 二0二0年四月十五日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方伟：
你于2019年12月22日在配送油品期间发生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致使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及我单位与劳动者方伟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七项之规
定，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
大损害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我单位2020年3月27日通过EMS邮寄《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望你见报后三人日内办理离职手
续，逾期未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2020年4月21日

公告
杨留才：

你于中国石油运输公司河南分公司
2012 年 4 月 8 日签订 8 年的劳动合同，
到 2020 年 4 月 7 日终止，我单位 2020
年 3月 4日给你邮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
书，望你见报三日内办理离职手续，逾
期未到因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其
自行承担。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2020年 4月 21日

公告

今有我司（河南乐尔康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授权业务人员杨华（身份证：
510281198201199032）、刘美祥（身份
证：341202198301103337）私自倒卖假冒
伪劣产品，给我司造成不良影响及经济损
失，兹解除其授权，其个人行为与我司无
关，我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另我司所有
授权业务人员未经公司同意或知晓的个
人行为，与我司无关，如触犯法律，我司保
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公告！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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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5月 27日 10时起至 2020年 5月 2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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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辉名下位于郑州
市惠济区电厂路90号 23号楼17层 1701号
房屋一套（不动产权证号：1201253321）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四月十七日

拍卖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工程的环评报告
征求意见稿以及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并征求与该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河南济源郊区国电新能源大岭三期 50MW
风电场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
见 稿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https://www.eiabbs.net/
thread-274186-1-1.html

河南济源郊区翔云 110kV 变电站 110kV 间
隔扩建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
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27
4185-1-1.html

河南济源郊区三一新能源小横岭52MW风
电场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
274184-1-1.html

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可根据以下联
系方式直接到建设单位查阅。索取报告表截止
期限：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名称：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济源供
电公司

通讯地址：济源市黄河大道中段1815号

联系人：张琳 联系电话：0391663205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工程所在地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其他关心本工程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河南济源郊区国电新能源大岭三期 50MW

风电场110kV送出工程公参表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D28HyjmFAskISsRgHgf7OQ

河南济源郊区翔云 110kV 变电站 110kV 间
隔扩建输变电工程公参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phuaq9oDARY9
3MTJe1oQ

河南济源郊区三一新能源小横岭52MW风
电场 110kV 送出工程公参表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4KC9nyZb9KgrRPX_NycLiA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在本工程有关环境信息公开后，通过信

函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实名反馈意见，并填写公众
意见表内容，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公众意见采
纳与否的说明。

五、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日期
2020年4月21日~2020年4月30日
特此公告！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济源供电公司河南济源郊区国电新能源
大岭三期 50MW 风电场 110kV 送出工程等三项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5月22日10时起至2020年5月23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经三北路32号2号楼19层1903号【不动产
权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361991号】的
一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
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
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7日

拍卖公告

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使用了5年的信用卡，额度突然从3万
元降低到0元。

据了解，目前信用卡额度降低并
非普遍现象，只是考虑到风险防控，银
行开始利用大数据等手段监控持卡人
的异常消费，一旦被认定为异常消费
就可能遭遇降额。

河南商报讯（记者 高鹏 通讯员 李
东亚）“禁毒工作全市序列排名第一。”在
前不久的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2020
年公安工作会议上，嵩山路分局局长王
志刚提及了这一数据。成绩如何取得？
近日，河南商报记者走进嵩山路分局，了
解背后的故事。

去年3月，嵩山路分局治安三中队民
警聂昌龙在京广路某小区抓获了一名盗
窃手机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看她的精神
状态不好，眼神呆滞。”聂昌龙分析，杨某
应该是一名吸毒人员。经过尿样检测，
杨某承认，自己当天曾在家中吸毒，根据
她供出的毒品来源，聂昌龙相继抓获了
10余名吸毒、贩毒人员。

在聂昌龙看来，打击吸毒人员不是目
的，帮助他们远离毒品危害更为重要。

去年12月，一老一少两名女士带领
一名男子来到嵩山路分局治安三中队，
点名要找聂警官。见到聂昌龙，年长的
女士哭着说，“聂警官，求你救救我的儿
子，救救我的家庭吧。”

老人的儿子安某已有5年的吸毒史，
因吸食毒品，本来殷实富足的家庭被挥
霍一空，妻子也打算和他离婚。

来找聂昌龙的，正是安某的母亲、
妻子。经过说服教育，安某下定决心，
远离毒品。聂昌龙深知吸毒人员的心
理状态，悄悄把安某的妻子叫到一旁，
告诉她戒毒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家
庭的监督和关爱。通过家庭、社区、派
出所的共同教育和监督，安某至今未再
复吸。

据了解，2019年嵩山路分局共打击
处理各类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124
人。嵩山路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凤海
介绍，过去一年，分局组织社区民警、辅警
到辖区学校、娱乐场所进行禁毒宣传，同
时，民警还与负责人签订禁毒责任书，建
立健全禁毒责任制。

为了更好管控辖区内的吸毒人员，
由社区民警牵头，会同社区、综治部门，
以及网格员、吸毒人员家属共同参与，根
据吸毒人员的涉毒情况、行为特征、处置
状态、社会危害程度等，综合评定出不同
的风险类别，实施不同管控措施。

此外，嵩山路分局还联合辖区办事
处建立了6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主
动联系社区戒毒人员报到，建档并按时
进行尿检，配合卫生员督促他们进行药
物治疗，同时联系社保部门安排培训就
业，帮助他们回归社区，适应生活。截至
目前，社区戒毒人员、社区康复人员无一
失控漏管。

河南商报讯 (记者 宋亚猛 文/图)4
月20日，已经营16年的郑州世纪欢乐园
正在有序清场。

4月 13日，郑州世纪欢乐园景区门
口被贴上了“限期搬离(清场)通知书”，
称世纪欢乐园即将关闭改造为公共公
园，不再对外承包经营。为保证各租户
顺利撤场，请各租户于 4月 25日前将各
自财物清理搬离，将场所恢复原状。

河南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部分商
户正在整理物品，部分场所已恢复原状。

在世纪欢乐园关门之际，许多人诉
说起曾在这里留下的欢乐时光，但愿这
份情感就像当初收藏的门票一样成为我
们美好的记忆。

信用卡额度降低？这些消费风险大
针对使用信用卡捐款后额度降低的问题，相关人士表示，银行对信用卡的消费监管标准在提高

为帮家人戒毒
母亲和妻子点名找他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近日，得知郑州世纪欢乐园将要闭园，市民纷纷来此合影留念

但促销的同时，银行目前对信用卡异
常交易监管也有所升级。“大数据等技术
的应用，让银行针对信用卡的消费监管标
准也在提高，因为银行也要规避风险。”一
家股份制银行信用卡部门人士说。

比如，一些持卡人被发现涉及网贷、
小额贷款过多的，银行就会降低其信用卡
额度；此外，长期大额占用信用卡免息资
金，却被系统发现真实消费比较少的用
户，也会增加被列入风险名单的可能。

也有用户发现，自己的信用卡在加

油站、超市等场景使用正常，在一些小
店交易可能会失败。这种情况极可能
因为部分POS机套现交易较多，被系统
后台列入了“黑名单”。如果一张信用
卡涉及异常交易情况出现多次，就会被
后台系统降额。

上述人士提示，如果使用信用卡确
实有资金需求，最好不要通过一些非法
渠道套现，可以使用信用卡的预借现金
功能，避免交易被认定为异常行为而影
响额度。

对于部分持卡人反映的降额问题，
融 360信用卡分析师邱苗说她也关注
到了，“从信用卡使用者基数来看，这
部分投诉比例不算高。特别是有持卡
人表示，信用卡额度直接被降为 0元，
应该是个人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出现
了一定的问题。”

她接触的一例信用卡额度从 5 万
元降低到 3 万元，就是因为持卡人套
现“刷爆”了信用卡，第二个月就遭到
了降额。

其实，为了应对一季度疫情带来的

消费需求阶段性收缩，不少银行针对信
用卡业务都在“花式促销”。

准备用信用卡分期换一部新手机
的胡女士发现，目前她使用的信用卡在
4月份刚刚推出了分期费率打五折的活
动，原本 12期月费率为 0.73%，现在优
惠之后只有 0.36%，这是她用信用卡 3
年以来见过的最优惠费率。

她所持有的另一张股份制银行
的信用卡多年都没有提额，最近银行
客服和她两度联系，表示可以为该信
用卡提高额度并升级为白金卡。

信用卡额度降低并非普遍现象

风控压力让银行对异常交易监控更严

李先生一张已经使用 5年的信用
卡突然被降额了。4月15日，他收到银
行的短信，其信用卡的额度从3万元下
调到0元，这意味着卡基本被封禁了。

在信用卡论坛上，李先生看到最近
也有用户遭遇从5万元降到2万元的降
额，而此前国有银行的信用卡很少降
额。为此，李先生联系了银行客服，客
服回复,称其出现了几笔“异常消费”。

李先生说，他使用信用卡一直是比
较规矩的，并没有使用信用卡进行大额
消费，只是最近进行了几笔小额捐款。

拥有5张信用卡的孙先生说：“有银
行认定信用卡捐款为异常交易。”不过，
后悔也没有用了，额度已经降低为0元
的信用卡只能注销，过段时间再申请。

信用卡额度下调到0元

河南商报记者 陈薇

市民拿着当年的门票来世纪欢乐园留念

扫一扫，再和世
纪欢乐园说一声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