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东市监撤（2020）1-025号
郑州安悦商贸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6年5月23日设立登记时，向公
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签名材料并取得“郑州安悦商贸有限
公司”设立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A5F14C）。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本局
决定撤销郑州安悦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5月23日设立登
记。营业执照同时作废。

郑东市监撤（2020）1-026号
郑州鑫之鑫实业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6年7月29日设立登记时，向
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签名材料并取得“郑州鑫之鑫实
业 有 限 公 司 ”设 立 登 记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3XC8RD8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本局决定撤销郑州鑫之鑫实业有
限公司2016年7月29日设立登记。营业执照同时作废。

郑东市监撤（2020）1-027号
郑州梓之鑫商贸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5年11月13日设立登记时，向
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签名材料并取得“郑州梓之鑫商贸
有 限 公 司 ”设 立 登 记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3X53WA3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本局决定撤销河郑州梓之鑫商贸有
限公司2015年11月13日设立登记。营业执照同时作废。

2020年11月20日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公告 赵欣、徐柯、刘洋洋、邵楠楠、周琳琳：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

分行与王帅达成合同编号为ZYXC-

ZXWD202008004号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将对赵欣所拥有的2014年许银许继

大道支行个字第0042号借款合同项

下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

让人徐家鑫，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

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徐家鑫

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分行

2020年11月20日

债权转让通知
县直各有关单位、各全县性社会组织：

一、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相
关规定，以下2个社会组织已在我局办理注销登记，按照条例规定注销的社会组织应
主动缴回登记证书和印章，遗失未交的，自行作废，特此公告。

社会组织名称 登记证号 法定代表人
1.柘城县管家帮职业培训学校 52411424MJG6092606 马城
2.柘城县美容美发协会 51411424MJG60817X7 张萍
二、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相

关规定，决定对以下14个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处罚。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现公
告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在本公告发布15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按照条例规定，撤销的社会组织应主动交回登记证书和印
章。自公告之日起超过15日不交的，自行作废。

1.柘城县曲艺队 2.柘城县岗王乡私立赵庄小学
3.柘城县张桥镇洪达小学 4.柘城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
5.柘城县张桥镇洪达初级中学 6.柘城县黄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柘城县回民初级中学 8.柘城县空竹协会
9.柘城县城关镇第二初级中学 10.柘城县戏曲协会
11.柘城县慈圣镇文汇小学 12.柘城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产品保护协会
13.柘城县汇才私立小学 14.柘城县家居建材服务商会
三、经审查核准，以下社会组织已变更登记事项，原登记证书作废，变更情况现公

告如下：
1.柘城县辣椒产业协会的法人周修宇变更为梁圣尊
2.柘城县开元小学法定代表人郭云贤变更为郭艳丽

2020年11月20日

2020年柘城县民政局公告 结 案 公 告
河南瑞兆置业有限公司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16年1月

18日高新区公安分局立案打击，

2020年6月12日法院审结，司法

机关共追缴涉案资产35.5万元，

追缴集资款已于2019年1月7日

前全部清退兑付集资参与群众，

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洛阳高新区打击和处置非

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1月20日

结 案 公 告
河南晨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2011年 12月9日被安阳市公安

局文良分局立案侦查，2018年10

月16日由文峰区人民法院做出

判决。公安机关追缴涉案资产

已基本清退到位，如以后司法机

关再追回资金、资产，按原有审

计报告认定的清退对象名单、金

额进行兑付。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文峰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1月20号

20202020//11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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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悦悦姐姐讲安全36

抗抗击击疫疫情情中中的的安安全全卫卫士士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11月18日，
河南法制报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了解到，防范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集中宣传月活动已经进
入增强易受骗人群防范意识的关键阶段。宣传
月活动从10月26日开始，至11月30日结束，分
为三个阶段，即以“断卡”行动成效为主题，着重
宣传各地“断卡”行动情况和整治力度；以反诈
宣传进校园为主题，重点宣传出租、出借、出售

“两卡”造成的危害及严重后果；以本地高发类
案为主题，重点宣传高发的诈骗案件类型。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30 日，教育部门将在高
校、中小学校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集中防骗宣
传活动，组织建立反诈宣传队伍，开展常态化宣
传防范。郑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负责对宣传
人员进行防骗知识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校园
高发诈骗类型、诈骗手法，教育引导学生防骗识
骗；针对学生遭遇兼职“刷单”诈骗，被他人利用
开办、出卖电话卡、银行卡，学生家长遭遇他人
冒充教师诈骗等问题，对班主任、辅导员及家长
宣传讲解防骗知识，打造“反诈民警（辖区民
警）+班主任（辅导员）+家长+学生”微信宣传矩
阵，不断推送防骗识骗知识，适时提醒家长学生
防骗识骗，全面增强在校师生的防范意识。

11月17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辅读学校召开疫情防控专
题工作会议。该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主管人李洁传达了区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大队辅导员刘颖布置了具体防控措施。
该校校长于红莉要求全体教师增强预防意识，做好防控工作，
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张睿玲 摄影报道

近日，一段小学生被欺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4个
男生轮流对一名男生踢踹、抽打，甚至将鞭炮点燃放入被打男生
的衣兜。据了解，视频中被打的男生今年 10 岁，是柳州市某小
学学生，这学期一直被同学欺凌。

校园欺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遭遇校园欺
凌，该怎么做呢？

受到欺凌的第一时间，就要反抗，不要因为害怕而没有反
应。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助长不良之风。

如果自己能力有限，要向老师和家长寻求帮助。要让欺凌
者知道，欺凌他人是不对的，会被师长惩罚。

如果条件允许，平时可以学习拳击、跆拳道、散打等。学习
这些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掌握一种保护自己的能力。很多
欺凌者都是欺软怕硬的不良少年，如果周围没有人向被欺凌者
伸出援手，也没有人出面制止，那么只有具有自保能力才能避免
受伤。

要学会拒绝，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唯唯诺诺。当然，最根本的
还是加强教育，让每一个孩子知道，要心怀善念，不要欺凌他人。

本报讯近日，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
举行家校安全联谊活动。80余名家长代表走进
校园，零距离观摩学校校园安全创建成果。

活动中，家长代表全面了解了学校的校园
制度和出入登记情况，观摩了学校在安保方面
的做法和应急措施，实地查看了门卫处的监控
设备及防暴器械。接着，家长代表走进校园公
共区域，了解校园“无死角”安全设施使用情况，
并走进教学楼、宿舍，重点查看了消防设施。最
后，学校负责人针对餐厅各功能间使用情况、食
品采购台账、食品加工流程、陪餐制度落实、校
园食品安全责任督查等情况，与家长代表交流
意见。家长代表纷纷为学校在保障校园安全方
面作出的努力点赞。

（李林栋 王国岐）

“妞妞，乖乖跟奶奶在家，妈妈
晚上回来陪你玩！”上班前，贾睿依依
不舍地和女儿告别。她心里知道，今
天可能要再一次对女儿食言了。

贾睿是郑州市中小学卫生保
健 站 疾 病 防 控 指 导 部 副 主 任 。
2020年的大年初一晚 9点，贾睿接
到保健站副站长杨俊芬的返岗通
知。第二天，她和同事程文杰发布
排查教育系统往返武汉人员的通
知，收集16个县（市、区）、局直属学
校、市属民办学校和市属高校排查
情况。当晚11点，她将数据上报郑
州市教育局防控办，第二天又经过
一整夜努力，整理了全市 290 万名
师生的排查明细。

从初二开始，郑州市中小学卫
生保健站站长郑伟坐镇，杨俊芬带领
全站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开启了“897”
工作模式，即每天早8点到晚9点，一
周7天无休。1月26日至2月1日，贾
睿等人参与起草了多个文件、通知；
收集排查了湖北返郑人员情况；做好
物资储备协调工作；起草郑州市教育
系统开学前后疫情防控指导标准。

郑伟在单位坐镇指挥；贾睿的
私人电话变成了 24 小时办公热
线；杨俊芬随时为县（市、区）教育
局及各学校提供防控技术指导；保
健站党支部书记乔敏在全站范围
发布倡议书，号召党员在关键时刻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办公室主任周
艳每日对单位在职及退休职工进
行排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是有一群这样的人在为我们负重
前行，用自己的力量换万家平安。
（郑州市中小学卫生保健站/文图）

每天早上离开家时，都要哄女
儿说晚上回来陪她玩。可是，我经
常食言。看着熟睡的女儿，我在心
里默默地对她说，在这个特殊时
期，妈妈要努力守护万家平安。
——郑州市中小学卫生保健站

贾睿

用自己的力量
守护万家平安

遭遇校园欺凌
你可以这么做

工作中的贾睿

打造微信宣传矩阵
增强师生防范意识

郑州市持续推进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集中宣传月活动

安全联谊
促进家校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