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8 日，获嘉县公安局党委成员
到各所分包辖区派出所，督导检查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台账，现场测试民警应知
应会知识，并要求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
改。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马妍 摄影报道

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中，通过展出展板、发放调
查问卷等方式，向群众征求意见和建
议。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
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洛阳市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指导组和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相关部
署，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
开展，4 月 12 日，洛阳市公安局瀍
河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昭带
领中层领导、一线民警共 70 人，前
往洛阳市邙山体育公园参观洛阳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

此次展出通过 LED 屏、展板、
宣传页等形式，全面直观地反映
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洛
阳市取得的重大成果和办理的典

型案例，内容翔实、充分。
在观看扫黑除恶成果展的过

程中，公安民警看到一些曾经的
党员干部和政法干警的人生观被
金钱和私欲左右，党性丧失，最终
蜕变堕落、陷入犯罪深渊。触目
惊心的案例让公安民警对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意义、现
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

这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例、
一幅幅图片，体现出了各级各有
关部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决心和意志，记录了该市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实际成
效，也述说着该市各级党员干部、
政法干警守护社会安宁的家国情
怀、责任担当。

参观结束后，参与活动的公
安民警们对全市近年来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纷纷表示将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让政法队伍政治生态进一步
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素质
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公信力进
一步提升。 （赵自强）

洛阳市公安局瀍河分局

组织参观扫黑除恶成果展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樊啸风）自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鹤壁市山城区
检察院坚持念好“七字诀”，确保学
习教育高标准开展。

一是“读”字为先，提升理论素
养。开展全时段、全覆盖式的政治
轮训和读书交流，组织全体干警上
好党史教育“第一课”、上好理论学
习“必修课”，读原著、学原文，突出
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
二是“写”字为辅，巩固学习效果。
全员做到学习笔记、应知应会、心

得体会“三位一体”全覆盖；规定干
警每天不少于 1 个小时的自学，每
周不少于 4次集中学习，不少于 60
篇的学习笔记；已累计撰写心得体
会、观后感近 500 份。三是“看”字
求效，营造学习氛围。组织干警参
观党史展览，观看《延安整风》《中
国有了共产党》等视频资料；集体
收看警示片等。四是“访”字出新，
做好结合文章。创新“内访”与“外
访”相结合方式，党组班子、部门负
责人开展廉政家访；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加公开听证等活

动，征求意见建议；组织干警走访
慰问英模靳月英、参观石林红色教
育基地、烈士陵园祭奠英模。五是

“悟”字为要，力求内化于心。通过
学习研讨、闭卷测试、交叉互评心得
体会等形式，全面客观检验干警学
习效果。六是“谈”字抒怀，牢记初
心使命。七是“讲”字求实，深化思
想认识。该院检察长和班子成员带
头讲党课，组织党支部书记讲检察
史、干警微党课、专家讲座等活动，
讲出打造检察铁军、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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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念好“七字诀”

确保学习教育高标准开展

根据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NPDS20210301号”的《平顶山银
行PDS20210301号资产包债权转让协议》达成的债权转
让安排，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对应分支行）已
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对担保
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
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了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
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 年3月1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应支付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
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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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平顶山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或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4.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7号
联系人：寇先生 0375-2950020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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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冯先生 0371-56826624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HNZCCS-20210018）

平顶山银行PDS20210301号资产包明细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1年3月1日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借据号 担保信息 借据余额 垫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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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爱丁堡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爱丁堡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爱丁堡置业有限公司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市丹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金冠科技有限公司
淅川县永益化冶有限公司

西峡县联益冶材有限公司

淅川县银志油业有限公司

西峡县天宇冶金保护材料有限公司

西峡县兴博冶材有限公司

西峡县金立结晶器铜管有限公司
西峡县瑞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世必爱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洛阳丰谷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至尊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博威铝业有限公司

宜阳县隆兴商贸有限公司
偃师市唐僧寺葡萄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铭龙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市宏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市宏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市奥福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洛阳市奥福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2017083000000048
2017091800000042
2017072800000094
2018110500000044
2018111300000046
150401011051004601

150401011051000501
150401011051000701

150401011051003101

150401011051004101

CDDK14040101121

140401011051002001

CDDK14040101074
CDDK15040101011

0000011646
150301011051005001

CDDK15030101269
CDDK14030101147

CDDK15030101209
140301011051007001
CDDK15030101468
140301011051009201
CDDK15030101034

140301011051007101
140301011051007102

河南爱丁堡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郑国用（2016）第0147号土地抵押、张洪海保证、徐永丽保证
河南爱丁堡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郑国用（2016）第0147号土地抵押、张洪海保证、徐永丽保证
河南爱丁堡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郑国用（2016）第0147号土地抵押、张洪海保证、徐永丽保证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朱文臣保证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朱文臣保证
邹建平、王光霞所共同拥有的房产（宛房权证字第1401035122号）；邹建平、王光霞、邹沛、邹丹丹所拥有的房产（宛房权证字第1401017227号），
南阳市精益化玻供应有限公司、邹建平、王光霞、邹丹丹、邹沛担保。
南阳金冠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国用第201002779号；房权证号为：镇房权证字第00017236号。曾克刚、李正芬担保。
土地证号为：淅国用（2012）字第157号；房屋建筑3幢，面积合计6300.59平方米，房权证号分别为：淅川县房权证毛堂乡字第00030674号、淅川
县房权证毛堂乡字第00030675号、淅川县房权证毛堂乡字第00030676号，淅川县华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恒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李教育、
刘慧颖担保。
西峡县联益冶材有限公司房产及土地(土地使用证号：西国用（2013）第051号；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西峡县房权证丹水镇字第601502号、
601503号），杜小华、符阿丽担保。
李银志个人所有，位于淅川县荆紫关镇中街村，权证号为：淅川县房权证荆紫关镇字第00028513号、淅川县房权证荆紫关镇字第00029370号，李
银志、马志勤担保。
河南广茂泰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土地证号为西国用（2014）字第004号），河南广茂泰置业有限公司、西峡县金茱萸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张蒙
雨、李轲、任国贤、贾纪红担保。
西峡县兴博冶材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土地证号为西国用（2006）字第011号），该土地坐落于西峡县丹水镇工业园区，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房
产（丹水镇字第601147号、丹水镇字第601204号、丹水镇字第601475号、丹水镇字第601474号、丹水镇字第601418号、丹水镇字第601473号、
丹水镇字第601476号、丹水镇字第604241号），南阳市海源矿业有限公司、程敏、孙海彦和李金慧担保。
西峡县金立结晶器铜管有限公司名下西国用（2013）字第063号土地，西峡县天宇冶金保护材料有限公司、任国贤、贾纪红、贾婉、任基实担保。
西峡县瑞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西峡县双龙镇的土地、房产（土地使用权证号：西国用（2010）第231号，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西峡县房
权证双龙镇字第500840号、500841号、500844号、500845号、500846号、501617号、501618号、501009号、501010号、501011号、501012号、
501013号、501014号、501015号、501016号、501019号、501020号），陈东来、蒋秀芹、陈文侠担保。
张小旦名下洛房权证市字第00208011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208318号；王迪、于宏、张小旦担保。
洛阳信服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证号为：洛市国用2013第05005274号；洛阳信服置业有限公司、洛阳可可居置业有限公司、王丽娟、梁卫民、梁
安民、戴会利、申向峰、梁勇担保。
苗秋芳名下洛房权证市字第00111595号；苗秋芳、杨彩玲、苗金顺担保。
河南博威铝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温国用（2013）第000051号、温国用（2013）第000052号；房产：温房权证温字第1350109091号、温房权证温字
第1350109092号；李向飞、李光欣、苏玉花、曲晓燕担保。
宜阳县城关镇百姓商城名下宜阳房权证城关镇字第G003727号；宜阳县城关镇百姓商城、任现波、陈新月、任夫兴、田素吓、常电晓、任俊丽担保。
洛阳天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偃国用（2013）第130038号土地；洛阳天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郭林格、李延锋、张少武、张喜聪担保。
周书勤名下房产：宜阳房权证城关镇字第S016102、S016103号；张亮杰、李粉丹、周书勤、王志斌、李素花担保。
洛阳市恒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9处房产：房屋权证号分别为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4662号、00034968号、00034971号、00034970号、
00034972号、00034969号、00306234号、洛市房权证（2005）字第X289632号、洛市房权证（2001）字第X151248号；洛阳市恒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王让娃、韦秀娥、路孟超、李彩霞、路学卫、牛东平、路会军、王长保（死亡）担保。
王玉杰、王志娟、王娟子、李温花在继承王长保遗产范围内提供连带支付责任
洛阳天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偃国用（2013）第130038号土地；洛阳天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谭雅琴、王学军、张少武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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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25笔

截至2021年3月1日
所欠利息及罚息金额 风险分类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