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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经股东会决议，平顶山市宏

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0698703970H）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金，
由3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0
万元人民币，减资后苑国正占有
注册资金255万元人民币，朱永
生占有注册资金245万元人民
币，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宏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减资公告亿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集资参与人、债权人确权登记公告

平顶山市贵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公安机关已于 2012 年立案侦查，现主要犯罪
嫌疑人张琳已被抓获归案，目前正对投资群众进行登
记，投资群众请于 2018年 6月 15日前到平顶山市新华
区中兴路办事处（联盟路中段）二楼大厅登记，登记时
携带投资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合同等相关
证据原件及复印件，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确权。

联系电话0375-6166888

平顶山市贵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工作组
平顶山市公安局中兴路分局

2018年5月16日

蔡清江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由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现对河南永盛投资有限公司集资群众及该公司债权债
务进行登记，请河南永盛投资有限公司集资群众和债权债务人
于2018年6月15日前到平顶山市鹰城广场西侧方圆宾馆206房
间登记。登记时请携带集资人、债权债务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
及复印件、转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原件及
复印件，逾期不登记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另敦促蔡清江
等平顶山市鑫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配
合工作，争取宽大处理。

联系电话：0375-4973335
平顶山市鑫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永盛投资有限公司工作组
平顶山市公安局中兴路分局

2018年5月16日

公 告
为维护亿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集资参与人、

债权人等有关各方合法权益，确保7月中旬阶段性
兑付工作顺利开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关于印
发平顶山市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处置及清退工作指
导意见的通知》（平处非规领【2015】1号）规定，现就
亿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确权登记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 登记时间自 2018 年 5 月
10日起至 2018年 7月 10日止，本次为最后一次集
中确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不再受理。

二、申报登记地点 建设路西段春华国际茗都
20号楼1楼（市内乘坐30路、27路、68路到温集站下
车，春华国际茗都售楼部东50米院内）。
联系电话：2217176 2217178

三、须提供的资料凭证 集资参与人须提供：1.
集资参与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集资参与
人不能到现场确权登记的，受托人须提供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书原件；集资参与人已死亡的，
应当提供公证的继承证明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2.集资
参与资金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包括合同和有效收据。3.
集资参与人用于领取返还款项所开立的存折、银行卡等
个人账户信息资料。债权人须提供：债权人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合法有效债权凭证等。

四、如遇特殊情况，按有关规定另行处理。

亿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工作组
平顶山市公安局中兴路分局

2018年5月16日

“看这果树长得多好，今年秋天就能
收获第一季秋桃了。”5 月 14 日，在叶县
龚店镇边庄村一片果园里，边跃学摩挲
着一棵一人多高的桃树欣喜地说。

今年 49 岁的边跃学是土生土长的
边庄村人，在外拼搏多年后，2013年携
带积累的资金回到边庄村，走上了回村
创业并带领乡亲们致富的道路。

“从此，俺村出了个‘边奉献’。”该村
村委会主任边献军说。

扛起责任，出资改善村里
环境

边庄村位置偏僻，是典型的传统种植
村庄。2013年6月，边跃学投资4000余万
元，组建了河南跃龙牧业有限公司，开始
规模化养猪。在事业曲折发展的同时，边
跃学感受到家乡经济发展滞后，内心被深
深地刺痛。镇党委也找到他，希望他作为
边庄村临时负责人带领乡亲们改变家乡
面貌。他爽快地答应了。

“家乡养育了我，我自己富了，就有
义务为村里做点事儿。”边跃学说。从
此，他身上多了一份责任。

村子里道路不通，有不少大大小小
的水坑。边跃学拿出资金先从改善村里

环境做起。
“这里以前是个大坑，光填坑就花了十

几万元。”边献军指着村里的党群综合服务
站说。边跃学一上任就自己出资填大坑、
修村室。2016 年，他又出资 80 余万元，把
村内包括排间道在内的所有道路硬化，解
决了村民出行不便的难题。为了丰富群众
的文化生活，今年初，边跃学又投资 35 万
元，把村内又一处大坑填平，准备建村文化
广场，目前工程正在紧张施工。2017年底
他出资 5万元，为村内街道安装了 65盏路
灯。

“那天路灯亮起的一刹那，乡亲们自发
鼓起掌来。”边献军说。在前不久村“两委”
换届选举中，边跃学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

勇挑重担，尝试发展村集体
经济

边跃学的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
固定资产有 6500 余万元，拥有员工 60 多
人，生猪存栏 20000 余头，年产值 5000 万
元，年创利润500余万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每当看到乡亲们急切致富的目光，边
跃学心里都不是滋味。“一定得想办法让乡

亲们过上好日子。”他总是这样对自己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于是，边跃学心里的“小九九”开始
活跃起来：乡村振兴，不就是发展经济，让
村民富起来吗？村民要想富，就得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他开始盘点资源，谋划项目，
争取到上级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
金160万元，自己筹措40万元，建设边庄冷
库。目前，冷库已建成，近期将采取招标方
式投入使用。

“我们初步核算，通过出租冷库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20 余万元。我自己
也可以利用冷库储存，实行反季节销售，
提高农作物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边跃
学说。

近年来，保护环境已成为共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边
跃学不等不拖，先后投资600万元，为养殖
场建设安装了处理粪污、废弃物循环设施
一套，对粪便、污水实行无害化处理。如
今，站在养殖场内闻不到难闻的气味。两
年来，他先后流转土地近 1000 亩，种植优
质秋桃，把养殖场产生的无公害有机肥料，
用于土地施肥，发展循环农业。他自己出
资铺设的沼液管道辐射该村 1300 多亩土
地。“为发展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会鼓励全
村都参与高效农业，入股土地、劳动分红。”
他说。

“跟着边书记干可有劲，我们都看到致
富希望了。”边献军笑着说。

精准扶贫，自觉承担社会责
任

“做事重在参与，贵在奉献，这是责
任。”边跃学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
以跃龙牧业公司为依托，免费提供技术指
导，以低价或者免费提供仔猪等方式，辐射
带动周边台刘、苏科、支刘等村发展规模养
殖户20余户。

在边跃学的养殖场和果园里，随处可
见前来务工的村民。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
母亲，村民边重生不能外出打工，就到养殖
场打工，每天干点杂活儿，家里有事随时可
以回家。“上班时间灵活，离家又近，能在这
儿打工很不错。”他说。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边跃学主动
请缨，把跃龙牧业公司作为龚店镇第一家
扶贫基地，除了贫困户优先用工外，还与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爱心帮扶协议，
每月按不同等级为贫困户发放救助款，目
前已发放4.5万元。

“下一步，我还想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并
且搞果蔬深加工，让乡亲们除了利用土地提
高收益外，还能当上真正的产业工人……”
边跃学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赵贝贝）

——记市劳模边跃学

边庄有个“边奉献”

最 美 河 南 人

本报讯（记者程颖）5月15
日，据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办、省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的
统一部署，我市将通过强化公路
水运施工工地监管和路面清扫
保洁等措施，全面加强交通运输
行业的扬尘污染防治。

全市所有在建公路水运施
工工地达到“六个百分之百”要

求的，由施工工地现场“三员”
（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员、管理员、
网格员）共同核查并出具书面意
见，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
继续施工。达不到“六个百分之
百”要求的施工工地一律停工，
由当地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并依法进行处罚问责。

长距离公路水运线性工程
实行分段施工，实施扬尘防治

全过程管理，达到周边硬质密
闭围挡、物料堆放覆盖或密闭
储存、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
地面硬化保洁、施工现场湿法
作业等要求后方可动工。暂时
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裸露地面
必须覆盖，采取绿化、铺装或者
覆盖防尘布（网）、不间断洒水
抑尘等措施。强化渣土车辆监
督管理，严禁使用非法运输的

渣土车、不符合要求的车辆进行
土方和建筑垃圾清运。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水运重
点建设项目及长度200米以上的
国、省干线公路在建工地要安装
扬尘监测监控设备，并与当地行
业主管部门联网。

重点加强对绕城区高速公
路和国、省干线公路的扬尘清扫
清洗力度，绕城区国、省高速公路

每两日至少清扫1次，绕城区国、省
干线公路每日要清扫1至2次。

有关单位将加强对施工工地单
位在 20时至 6时的夜间检查，对违
法夜间施工、渣土车违法夜间运输
以及不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扬
尘防治规定的企业和责任人，依法
予以处罚；对施工工地和渣土车扬
尘污染监管不力的监管责任人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

我市加强交通运输行业扬尘污染防治

本报讯 （记 者 毛 玺 玺）
“我们会后就去了工商所查清
辖区企业的具体位置。咱办
事处有两名普查员，各牵头两
个村和两个社区，刚才已经跟
环保局片区负责人进行了对
接，下一步就形成环保局人员
做好技术支持、普查员牵头带
领、各村（社区）抽调专人入户
清查的三级联动体系，保证在
5 月 25 日前完成清查任务。”5
月 15 日，新华区新新街街道
分管环保的负责人在该区全
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推进会
后表态。

污染源普查入户清查工
作是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
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下一步
全面开展污染源入户调查的清
底工作。为做到不重不漏清查
到位，该区高度重视，及时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安排，要求 11 个
镇（街道、管委会）严格区域主
体责任，按照村（社区）划分普
查小区。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
队片区管理责任人即日到相应
的镇（街道、管委会）报到。各
镇（街道、管委会）将本单位的
普查员与环保局的普查员搭配
编组，明确组长，明确分工协
作，将每个企业和有关工商户
的情况摸清并按要求填报完
整。区普查办每 3 天召开一次
组长碰头会，解决疑难问题。

“区普查办要实施督导简
报机制，把各辖区的清查进度
和清查质量情况上报区主要领
导及市普查办。对于在清查工
作中推诿扯皮、弄虚作假、贻误
工作的，将严肃追究责任。”该
区副区长、区普查办领导小组
组长刚延召说。

抓细 抓紧 抓严

新华区推进污染源普查入户清查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5月15
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2018年全市机关事业
单位工勤技能岗位培训开始。

此次技能岗位培训范围为
2018年经“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
工勤技能岗位等级考核网上报名
系统”报名并全部审核通过人员，
其中质检类的衡器计量检定工、
流量计量检定工、食品检验工、产
品安全性能检验工、无损探伤工，
测绘类的工程测量工、地籍测量
工由省人社厅统一组织培训。工
勤技能岗位一级（高级技师）不再
进行统一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职业道德、职
业能力和岗位操作技能三部分。
培训方式为远程网络培训和现场
训练相结合。远程网络培训时间
为 5月 15日至 7月 31日，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开通，参训工勤人员
可随时上网学习。学员登录远程

网 络 教 育 培 训 平 台（http://hn.gk-
wlpx.com），学习职业道德、职业能力
课程和公路养护工等44个工种岗位
操作技能课程。现场培训时间为 5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上午 8:30-12:
00，下午 3:00-6:00，地点在河南质量
工程职业学院实训楼和致知楼机房，
分人机对话模拟培训和岗位技能理论
培训。5月19日至6月18日人机对话
模拟集中培训，其间机房部分开放，方
便学员上网学习和模拟训练。6月19
日至6月21日机房开放，进行岗位操
作技能培训，集中上机模拟操作。

培训使用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
教材和部分专业技能教材、培训大纲
由省工考中心统一指定，各单位、个
人根据实际需求对照教材征订目录
到指定书店自行订购。关于远程网
络培训工种目录、培训教材目录、人
机对话模拟培训日程安排等培训具
体信息，报名参加培训人员可登录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看。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
工勤技能岗位开始培训

本报讯（记者巫鹏）5 月 15
日，宝丰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庭长张冬梅等来到县第三初级中
学，为该校3000余名学生送上了
一道“法治大餐”。

法官们以“预防校园欺凌，建
设阳光校园”为出发点，分别从校
园欺凌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特
征、具体危害、产生原因、预防和
应对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及刑
罚等方面，根据初中阶段学生的
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
行法治教育和安全防范，引导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应对欺凌，临危
不乱，不做沉默的羔羊，以法维权，
对校园暴力勇敢说不。课后，同学
们纷纷表示，要做知法、懂法的合格
小公民，自觉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张冬梅说，少年审判庭法官们将
联合校方进行摸排，对重点学生开展
专题法制讲座，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和教育，并在学校醒目位置张贴反校
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宣传标
语。针对女学生开展女生课堂，引导
她们提高警惕，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宝丰县法院送法进校园

“政策落户千万家，家庭和睦事业
发。街坊邻居不吵嘴，互相关注好处大。
为国为民出效益，全国人民都欢喜……”5
月13日，在舞钢市武功乡小柴庄村，83岁
的柴广湘用一段顺口溜表达了自己即将
入住乡敬老院的激动之情。

当天上午，小柴庄村党群服务中心
门口围满了人，五保贫困户柴广湘以顺
口溜的形式向村民讲述自己的体会，以
及对党和政府的感谢。

据该村驻村第一书记邵盘根介绍，柴
广湘原本独居，无人照料。结合老人意
愿，经过多次协调，最终确定将老人搬到
乡里的敬老院居住。“党和政府对我的好，
我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咱们的干部看我年

龄大了行动不方便，身边也没个照顾的
人，跟敬老院说好让我搬过去住，一日三
餐有保证，互相也能有个照应。”柴广湘
说。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该市不断

充实小柴庄村扶贫力量，加大各部门与该村
扶贫工作的衔接力度，在资金、人员、政策等
方面给予支持，使全村贫困户在教育、医疗、
养老、保险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各
部门不仅做好对孤寡老人的协调帮扶，还免
费为他们办理“大病保险”“医疗保险”“平安
家园险”等，使贫困村民享受到实实在在好
处。截至目前，该村的贫困村民由最初的
110户415人减少至16户29人。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贾东伦 王丽）

五保户编顺口溜谢党恩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

左右，最高温度32℃，最低温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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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16时至2018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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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51
270.17

62.86

40.22
66.05
21.77
15.49

34.99

47.74

988.99

30.12
444.76
590.30
1368.16

21.72
18.79
437.93
5642.58

氮氧
化物

1631.62
715.17

316.26

107.22
125.52
71.91
31.49

1476.51

2939.58

1122.95

39.45
2582.07
644.49
1163.29

1298.73
199.13
4086.48
18551.88

烟尘

146.98
43.73

51.67

23.41
35.26
21.48
24.66

71.62

157.69

73.15

12.92
225.85
866.66
541.23

62.37
16.23
366.01
2740.93

企业日排
放总量

（千克）
2961.11
1029.08

430.80

170.84
226.83
115.16
71.65

1583.13

3145.01

2185.09

82.49
3252.68
2101.46
3072.67

1382.82
234.16
4890.42
26935.39

较2017年
11月14日
增减±（%）

58
59

-8

8
-46
0

-64

27

-44

-53

-46
-9
-54
183

32
-13

3

备注

停产

停产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
王自行 姜显锋）“父母养小、子女
孝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5月
14日，郏县东城街道的李某说起赡
养母亲的事十分感慨。就在一个
月前，李某姊妹几个还在为谁赡养
母亲而争执。

4 月下旬，83 岁的王老太反
映子女不赡养问题。该街道“四
组一队”权益组人员分别联系了
李某及其弟弟和妹妹，三兄妹虽
然坐在了一起，但是都怨声载
道。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
最终在听取老太太的意见和要求
后，三兄妹拟定了赡养协议，事情
得到了圆满解决。

去年底以来，该街道围绕乡村振
兴，在各个社区妇联成立了发展组、
宣教组、权益组、乡风文明组和巾帼
志愿服务队“四组一队”组织，围绕

“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家风文明、政
策学习和扶贫脱贫”等，相继开展了
党的十九大宣讲、家庭矛盾纠纷调
解、免费家政服务培训等活动，并组
织巾帼志愿服务队多次到贫困户、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家里献爱心。

目前，该街道“四组一队”有成
员277人，成立以来开展十九大宣讲
40 次，开展关爱女性身体健康送医
到家、“关爱母亲·呵护健康”等志愿
服务 180 余人次，调解矛盾纠纷 23
起，乡风文明治理37次。

宣讲政策 调解纠纷 志愿服务

东城街道妇女“四组一队”作用大

5 月 15 日，湛河区马庄街道
工作人员来到居民李清林家中走
访慰问。当日是第 25 个国际家
庭日，宣传主题是“幸福母亲 幸
福家庭”。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工作，营造幸福家庭最光荣的良好
社会氛围，该街道当日走访慰问辖
区部分家庭和谐、邻里和睦的幸福
家庭。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走访慰问幸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