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恒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400100014953）拟将进行
注销申请。为了保障各界朋友、业务
伙伴的权益，特此公告。

一、债权、债务范围：2008年 12月
3日－2018 年 1月 12 日之未结清之债
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天内（2018年 1月 12日－2018年

2月25日）；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恒

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部；
四、登记凭据：
请自然人债权人携带以下文件原

件进行登记：1.本人前来的请携带身
份证原件，委托他人前来的请提供经
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
证原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

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购销合同》、
《确认协议》、支付凭证、往来流水。

凡在平顶山市恒信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有未结清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请在
公告期间内到登记地点进行确认登记，
超过期限按公司规定处理。如有异议，
请到卫东区金融办举报。

特此公告
公司联系人：勾晓芳15137502820
举报电话：6187161

平顶山市恒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通 知
吴腾奎：

请你于 15日内到鲁山县道路运输
管理局履行请假手续或社保停保手
续，逾期不配合办理将按照单位规定
处理。

鲁山县道路运输管理局
2018年1月12日

公 告
鲁山县集中整治三（四）轮车活动中，

联合执法队伍查扣的车辆的车主，首次查扣
之日起超过60日不办理领取手续的，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仍不办理领取手续
的，视为放弃车辆所有权，予以报废处理。

鲁山县依法整治城区三（四）轮车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月12日

通 知
范自方、李翠枝、李亚歌：

你们与我公司签订的劳
动 合 同 分 别 于 2014 年 3 月 1
日、2014 年 3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到期，劳动关系已经终
止。劳动关系终止后，我公司
一直无法联系到你们本人，请
你们于本通知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配合我公司办理社保停
缴事宜，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
理。

河南丰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认尸启事 2018 年 1 月 7 日，
经群众报警在瀼河新

村发现一具无名尸体，男，约 50 岁，身
高约 1.7 米，偏瘦，黑色短发，经公安技
侦科鉴定不构成刑事案件，经我站多方
查找，始终无法查清其身份，有家属或
知情人见报后，请速与本站联系（0375-
5081993），30 日后如无人认领，将按无
主尸体处理。

鲁山县民政局救助管理站
2018年1月12日

平顶山市恒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公告

刘兰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曲艺表演艺
术家，她德艺双馨，从艺 60多年来十多次来
到宝丰马街书会，是宝丰马街村的荣誉村
民，与宝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为庆
祝我县刘兰芳艺术馆开馆之际，充分展示
刘兰芳先生文艺事业的成就，展现我县曲
艺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生动局面，由
宝丰县委、县政府主办、宝丰县文化广电局
承办、宝丰县宝州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面向全社会开展“我与刘兰芳”大型
征文活动。

一、征文主题和要求
征文体裁不限，诗歌、散文、记事、回忆

文章、历史资料等均可，生动记录与刘兰芳

的难忘经历、与刘兰芳密切交往并留下的美
好回忆等。每篇征文原则上不超过 3000
字。

二、征文时间：2018年 1月 10日至
2018年3月10日。

三、投稿方式
网络投稿方式：标题注明“我与刘兰芳”

字样，将作品命名为“文章标题＋作者联系
方式”发送至邮箱（bfwhj2009@163.com）。

邮寄投稿方式：征文请寄宝丰县城关镇
人民路中段 309号，宝丰县文化广电局办公
室 收（邮 编 ：467400 联 系 电 话 ：0375-
6522132）。

“我与刘兰芳”征文活动启事

我在基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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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 月 10
日，郏县渣园乡农民宋某为石龙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送来一面写有“公
平公正执法如山 清正廉明亲民爱
民”的锦旗，感谢该局帮其追回 9万
元执行款。

2013 年，宋某跟随施工队打
工造成腿部伤残，郏县人民法院
判决与宋某同村的包工头王某赔
偿 其 10.5 万 元 。 判 决 生 效 近 两
年 ，王 某 一 直 不 履 行 赔 偿 义 务 。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且子女都在
上学，生活无望的宋某遂诉至郏
县法院执行局，后因案件异地办
理转至石龙区法院执行局。

2017 年两次被石龙区法院执

行局司法拘留后，王某仍拒不履
行赔偿义务。随后王某又隐瞒虚
报财产、设法转移财产和资金，其
妻在王某被拘期间又涉嫌将王某
年逾九旬的父亲遗弃在石龙区法
院。在证据齐全后，案件遂移交公
安机关，石龙区公安局以拒执罪逮
捕了王某。由于王某父亲年事已
高，遂后石龙区公安局、法院、检察
院有关办案人员一起对王某家人
作思想工作，宋某也作出让步，双
方协商 9 万元了结。上月 12 日，宋
某拿到了第一笔 6.8 万元执行款，
上月 27 日拿到了余下的 2.2 万元。
感激不尽的宋某特意为该局送锦
旗表示谢意。

拿回执行款不易 送面锦旗表谢意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
高气温5℃，最低气温-4℃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本报讯 （记者程颖）1 月
11日，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发出紧急通知，自 1 月 12 日 0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Ⅱ级）
预警响应。

根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省
气象台和PM2.5专家组最新会
商及综合分析结果，预计 1 月
12日至17日，我省将出现一轮
重污染天气过程。按照我省最
新要求，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和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指挥部研究决定，我市自
1月 12日 0时启动重污染天气
橙色（Ⅱ级）预警采取Ⅱ级响应
措施。如无另行通知，预警解
除时间为 1 月 17 日 24 时。预
警解除后，仍按照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关于解除重污染
天气橙色（Ⅱ级）预警响应的通
知》要求执行。

各新闻媒体和电信运营企

业将在全市发布健康防护警示
和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重点
工业排污企业和行业将采取强
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已按照市
政府和相关县（市、区）政府（管
委会）要求采取较Ⅱ级响应措
施更加严格减排措施的，仍执
行更加严格的减排措施。橙色
预警期间，所有燃煤设施不得
擅自启动。

在主城区实施非绿标车、

燃油三轮车、柴油轻型货车、渣土
车、非道路机械设备和大型货车
限行、禁行；各类施工现场要达到

“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全市所有
户外施工工地停止施工作业，停
止室外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
浆作业；严格按照我市冬季城市
道路机扫洒水的有关要求和市污
染防治攻坚专家组的指令，持续
进行路面机械清扫、清洁。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要

求，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市
直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强化
现场督导检查，确保强制性减排措
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省驻地督导组、省强化督导
组、市纪委监察局和市环境攻坚督
查办将对以上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全面督查。对工作不力致使
管控措施得不到落实，以及迟报、
漏报、瞒报管控日报信息的单位和
个人严肃问责。

我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响应

本报讯 （记者巫鹏）看
看油烟净化器是否正常使
用，查查有没有燃煤炉灶反
弹现象……1月9日，宝丰县
食药监局局长王红军说，为
确保餐饮单位燃煤改造和油
烟净化整治效果，该县开始
对城区餐饮单位开展燃煤改
造、油烟净化大排查。

去年，该县对城区餐饮
单位进行了燃料、油烟和废气
净化排放整治，639家餐饮单
位全部使用燃气或用电炉具
等替代燃煤炉灶，按规定安装
了具有油污回收功能的抽油
烟机和运水烟罩、静电型和等
离子型等高效油烟净化设施。

为确保餐饮单位燃煤
改造和油烟净化工作持续
保持良好态势，县食药监局
局执法人员采取分片、分
组、拉网式检查方式，全面

排查餐饮单位是否出现燃煤炉
灶反弹现象，新增餐饮单位是
否按要求使用合规灶具、安装
油烟净化装置，已安装的餐饮
单位是否按要求正常使用油烟
净化装置，净化装置是否存在
因故障或未清洗等原因导致无
法正常使用，从而达不到净化
效果，以及后厨卫生等情况。

“我们要求餐饮单位的油
烟净化装置必须和抽油烟机使
用同一个开关，以保证净化装
置和抽油烟机同时运行。”王红
军说，对检查中发现私自使用
燃煤炉灶的，将按规定予以销
毁。对发现未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的，要求餐饮单位立即安装
到位。对油烟净化装置不能正
常使用的，要求其立即维修、清
洗。后厨卫生脏乱差的，限定
时间清理打扫。对拒不改正
的，将按规定责令其停业整顿。

确保燃煤改造和油烟净化整治效果

宝丰县开展城区餐饮单位大排查

1 月 10 日，雪后初霁的舞
钢市城区格外娇美。

一张床，一套桌椅，这是舞
钢市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
环保驻厂监督员张国平的驻厂

“标配”。
一轮例行巡查归来，张国

平立即趴在桌子上，把刚从厂
区一线获得的数据进行汇总、
比对，保存手机资料，填驻厂检
查卡，一番忙碌后，脱下湿透的
鞋，脚泡得发白。他忍不住拍
照发至微信朋友圈，并自谑“看
看我的美丽大脚”，引来纷纷点
赞、问候。

数九寒天，张国平每天 8

点准时到驻厂企业河钢集团舞
钢公司，与同事交接班后进入
厂区开始巡查。踩积雪、转厂
房，他先后来到脱硫设施、调度
室等处查看并记录企业脱硝、
脱硫、除尘等废气处理设施运
行情况及处理情况，并详细记
录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之
后进入车间查看污染物排放情

况，掌握每台运行机组的重点
监控环节和风险控制点……

自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管
控实施以来，为强化属地监管
和网格化管理，做好重点企业
污染物排放控制工作，该市决
定于 2017年 11月 15日到 2018
年3月15日，在国控、省控重点
企业开展为期4个月的驻厂环

境监察工作，张国平被安排为环
保驻厂监督员。

“我们一个企业派驻两个人，
一人一天一夜，每天至少巡查 4
次，一边走一边检查环境状况，每
走一趟就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前
几天下雪了，如果不下雪还要到
厂区和料厂查看各项抑尘措施落
实到位情况，同时督促整改事项

进度。”张国平说。
“驻厂监督让企业切实感受到

环境监管就在身边，既增强了自律
意识又提高了对治污工作的重视
程度，对污染防治设施的操作管理
更加用心规范了。一些细小轻微
的环境问题能及时得到发现，进而
做到立查立改。”张国平说。

去年以来，该市环保局一直
“5+2”“白加黑”，全天候对工业企
业实施驻厂监管，指导企业做到了
应急管控期间停、限产到位，为大
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作出了突出
贡献。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董晓红）

——记舞钢市环保驻厂监督员张国平

一 双“ 美 丽 ”的 大 脚

平顶山市重点监控（国控、省控）企业主要污染物日排放量情况
监测时间（2018年1月10日16时至2018年1月11日15时)

行政
区划

市区

叶县

宝丰县

鲁山县

郏县

舞钢市

石龙区

合计

企 业 名 称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坑口电厂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天源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公司
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
舞钢市海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排放量(千克)
二氧
化硫

1085.89
296.28

77.11

17.8
64.43
20.11
42.17

77.05

1489.18

17.81

122.07
1515.69

41.02
13.32

4879.93

氮氧
化物

2028.44
464.12

350.05

151.87
259.26
29.58
97.25

1070.8

2390.25

35.7

275.64
985.23

941.5
160.48

9240.17

烟尘

339.62
31.51

29.29

18.16
85.13
23.12
21.9

54.38

170

15.07

532.54
572.14

44.33
12.22

1949.41

企业日排
放总量

（千克）

3453.95
791.91

456.45

187.83
408.82
72.81
161.32
0.00

1202.23

0.00

4049.43

68.58
0.00

930.25
3073.06

0.00
1026.85
186.02
0.00

16069.51

较2017年
11月14日
增减±（%）

84
22

-3

19
-2
-37
-20

-4

-14

-55

-80
183

-35
-1

-38

备注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相信许多有亲戚在社区工作的人都
知道，社区干部的工作不好干，琐碎，繁
重，东家长西家短，社区居民的大事小事
家务事等啥都得管，尤其是信访工作，那
更是难上加难。但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天
湖苑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怡帆，这个身材瘦
小，普普通通的90后，却在社区信访岗位
上干了6年。6年来，她本着对党忠诚、心
系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守在信访工作
第一线，视群众诉求如自家事、待群众胜
似亲人，用真诚化解矛盾，用实际行动赢
得了居民的称赞和爱戴。

隶属天湖苑社区的天湖苑小区项目于
2006 年 10 月开工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该
项目的土地规划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手续
无法正常办理，小区基本生活设施配套费
无法缴纳，小区居民多次到社区反映。针
对天湖苑小区的复杂情况，陈怡帆多次到
上级职能部门反映，并积极与燃气公司协
调，最终燃气公司同意先对小区居民进行
信息登记，由小区居民先行垫付配套设施
费和缴纳天然气施工费及设计费用，待交
款达到一定人数，就开始安装天然气设
施。这个遗留几年迟迟不能解决的民生问
题，2017 年终于解决了，消除了群众的怨

气，化解了一起大规模集体上访事件。
在调解邻里纠纷时，陈怡帆总是亲自到

现场，实地查看，认真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的原
因，症结在哪里，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
口，当场处理，将矛盾及时化解。有一次，育
华新居小区居民找到陈怡帆，反映楼下药房
下水道堵塞导致自家无法正常生活。陈怡帆
顶着烈日到现场就下水管道的维修费用、底
商的药材损失进行调解，在社区监督下，双方
签下调解协议书，此次调解圆满结束。

在信访工作一线，陈怡帆始终保持着一
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办理好每一件信访案
件，以信访群众满意为追求。她总说，她的
付出微不足道，但得到的回报是无价的。信
访工作让她懂得了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
道理，让她得到了锤炼。

（本报记者 何思远）

——记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天湖苑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怡帆

用诚心化解矛盾 用行动赢得爱戴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1 月
11 日，记者从平顶山博物馆了
解到，从 1 月 1 日起，平顶山博
物馆每日为市民提供免费讲解
两场。

平顶山博物馆一层、二层是
以鹰城文化历史为背景的平顶山
市文物陈列展览区域，分为 4 个
展厅，分别是一层南侧的一号展
厅山下故原展厅、北侧的二号展
厅应国印象展厅，二层北侧的三
号展厅楚汉文明展厅、南侧的四

号展厅唐宋遗韵展厅；三、四层为“生
态鹰城，和谐家园”——平顶山城市
规划展示馆。

为满足广大市民对文化生活的
需求，让市民感受平顶山深厚的文化
底蕴，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引导和展
览展示的主阵地作用，让文物“活起
来”，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自 1
月1日起，平顶山博物馆每日提供免
费讲解两场。时间为周二至周日上
午：10:00-11:00（一场），下午：3:00-
4:00（一场）。

平顶山博物馆提供免费讲解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1 月
11 日，湛河区安监局、商务局组
织执法人员再次深入辖区，成功
取缔一家非法加油站点，一台非
法加油机被查处，汽油被抽走妥
善处理，对油罐进行了注水填沙。

从去年11月至今，该区先后
取缔了姚孟街道姚孟村、北渡街
道石庙村、河滨街道郭庄村等非
法加油站（点、车）8 家，拆除、封
存各类加油机11台，移交公安机
关2人。

近期，该区在全区重点领域
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
动，严格落实停产整顿、关闭取
缔、上限处罚和严厉追责的“四个
一律”执法措施，集中打击、整治
一批当前突出的非法违法行为，
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大幅减少因非法违法行为造成的
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区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其中打击取缔非
法加油站点是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

据该区安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受利益驱使，一些不法分子在
辖区各主次路段附近开展非法加
油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且这些
非法加油站未经有关部门设计施
工，达不到消防、安全、环保等国
家标准，设备简单，如同一个“炸
药包”，严重危及周围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针对这一情况，该区先后开展
多次集中整治活动，成立了专项小
组，制定专项查处整治方案，统筹协
调相关单位，对辖区非法加油站点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取缔一起。同
时，开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电
话，对举报非法加油站点的群众进
行物质奖励，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
到专项行动中。

湛河区持续深入打击非法加油站点

1 月 11 日，郏县供电公司施工人
员冒着严寒对110千伏卢寨变电站开
展电缆敷设活动。

该变电站改造升级后，将进一步
缓解县城西部及铁锅生产园区配电
网的供需矛盾，解决产业园区建设用
电瓶颈。 本报记者 温书功 摄

冒严寒施工

本报讯 （记者邱爽）1 月 10
日，记者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应滨街道肖营村看到，新城区盈
瑞旺莲菜种植合作社工作人员正
忙着整理收购订单，合作社负责
人陈瑞乐说：“多亏了示范区提供
的 10 万元政府贴息小额担保贷
款，我才能把生意做得这么红
火。”

据陈瑞乐介绍，他投入资金
300 万元，在肖营村安置小区北
侧建立了莲菜种植合作社。由
于是露天种的，一年只能收一
季，周期较长，中间的空档期都
浪费了。“去年莲菜卖得不错，
就想着在上面盖一个四季恒温
大棚。但是，去年建合作社时
已经把亲戚朋友借了个遍。这
10 万元的担保贷款帮了我的大
忙。”

去年以来，示范区人社局认真
落实就业创业各项优惠政策，从新
增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就业培训等
方面助推就业创业工作，城镇新增
就业4988人，其中，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 738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322
人。

该区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创业、带动就业的积极作用，截至
目前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24 笔，
金额 2224 万元，成功扶持创业 235
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 1974 人，
激发了城乡居民自主创业的动力；
大 力 开 展 创 业 、劳 动 力 技 能 等 培
训，依托培训推动就业，截至目前
已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技能培
训 881 人，创业培训 230 人，农村劳
动力技能培训 475 人，高技能人才
培养 280 人，电商创客及家政服务
技能培训 460 人。

示范区人社局积极扶持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