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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5月23日9时30分在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
1.河南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破产财产；
2.焦作万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破产财产；
3.中站区和美小区的房产。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22日17时前将保证金缴至我公司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中者，
保证金于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0391）3996565 15903911066
办公地址：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16日

市处非办郑重提醒广大市民：非法集资骗术多，擦亮双眼认认清，高额回报不能
信，天上不会掉馅饼，项目真假要分清，网络诈骗要当心！

问题三：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有哪
些？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为
吸引群众上当受骗，往往编造“天上掉馅
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引诱
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
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在集资初期，
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
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
潜逃，使集资参与者遭受经济损失。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大
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
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实
践“经济学理论”等旗号，经营项目由传
统的种植、养殖行业发展到高新技术开
发、集资建房、投资入股、售后返租等内
容，以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
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
资。有的不法分子假借委托理财名义，
故意混淆投资理财概念，利用电子黄
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电子商务等新
名词迷惑社会公众，承诺稳定高额回
报，欺骗社会公众投资。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

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在宣传上往往
一掷千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著名报
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
单、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加大宣传力
度，制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不法分子往
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用高额
回报诱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有些参
与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
人身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
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拉拢亲朋、
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
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问题四：非法集资活动对社会有什
么危害？

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
害性。一是非法集资使参与者遭受经
济损失。非法集资犯罪分子通过欺骗
手段聚集资金后，任意挥霍、浪费、转移
或者非法占有，参与者很难收回资金，严
重者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二是非

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
极易引发社会风险。三是非法集资容
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社会和
谐。非法集资往往集资规模大、人员多，
资金兑付比例低、处置难度大，容易引发
大量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问题五：参与非法集资形成的风险
及损失承担的有关规定是什么？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因参与非法
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
承担，而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
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
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
位。债权、债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
法财物的，予以没收，就地上缴中央金
库。经人民法院执行，集资者仍不能清
退集资款的，应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损
失。在取缔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这意
味着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参与
者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市处非办

聚焦防范非法集资
暨金融领域扫黑除恶 宣传教育活动月

非法集资骗术多 擦亮双眼认认清（二）

央视及各大卫视热
播的足力健老人鞋已在
焦作上市6周年！夏季
出游时节感恩回馈市
民，全场特惠低至49元
起。市内数十家分店，
进店试穿都有礼！

专业老人鞋，认准“足力健”！欢迎各单位团购

温馨提示：请到正规专卖店购买正品足力健!
焦作市各足力健老人鞋专卖店地址：
百货大楼店:百货大楼恒兴商厦四楼布鞋区
东方红广场店:塔南路与和平街交叉口北20米路西
和平街店:和平街妇幼保健院十字路口西北角
铜马恒桥店:恒桥乐家超市门口 （民主路与建设路
交叉口西南角）
新华超市店:新华街与花园街交叉口北50米路东

马村区专卖店:文昌路亿和百货广场北侧足力健专卖店
丹尼斯店:塔南路丹尼斯超市二楼收银出口处
万达店:万达二号门二楼永辉超市出口足力健老人鞋专卖
塔南路小学店:和平街塔南路菜场对面
矿山店:和平街与焦东路交叉口南50米路西（焦东
路小学大门南80米路西）
老亚细亚店：海洋之星正对面
景文百货店：和平街景文百货对面

好消息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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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记者从市
气象局了
解到，后
天我市有

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
31℃。

我 市 具 体 天 气 预 报 如
下：16日，多云间晴天，偏

东风 3 级，气温16℃～32℃；
17日，多云间晴天，偏东风
2～3 级，气温 18℃～32℃；
18日，多云间阴天，部分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
4 级左右，气温 19～31℃；
19日，多云到晴天，偏西风
4～5级，气温18℃～30℃。

许明霞

后天有雨
最高气温31℃

昨日，记者从市人才交
流中心了解到，本周五 （5
月17日） 该中心将举办焦作
市农村未就业帮扶专场招聘
会。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将
有60多家单位参加，提供岗
位1500多个，涉及机械、化
工、电气、建筑、酒店、旅
游、市场营销等行业。

据悉，此次招聘会举办
地点设在市人民路中段 809
号阳光大厦 B 座展览中心三
楼。求职者可登录天纵英才
网 （www.tzycw.com.cn） 免
费进行求职登记并查看招聘
信息，也可通过微信关注“焦
作人才”（微信号：JZRC0391）
了解更多招聘信息。

许明霞

本周五有专场招聘会
将提供1500多个岗位

据新华社重庆5月15日
电（李松、曾理） 每年 5 月
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
专家提醒，营养是健康的基
础。要健康饮食应保证“每
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而
且蔬菜、水果要有足够摄入
量，要占据居民餐桌的“半
壁江山”。

专家提醒，要实现健康
饮食，应保证“每餐有蔬
菜、天天有水果”。蔬菜中
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
食纤维，水果中则富含维
生素 C、膳食纤维、钾等，
推荐成人每日摄入 300～500
克新鲜蔬菜、200～350 克水
果。

日常膳食应
“每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招聘信息

健康贴士

本报讯 （记者杜玲） 实施
“四水同治”的成效如何？地方政
府是否规划建设了农村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我市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和 《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
例》） 联动执法检查 4 月下旬启
动以来，各县 （市） 区人大常委
会在本辖区组织开展自查自纠；
各县 （市） 区政府组织生态环境
及有关部门、企业对照执法检查
重点内容，逐项研究、逐项检
查、逐项整改。据悉，市人大常
委会将于近期组织对各县 （市）
区贯彻执行“一法一条例”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全力助推打好碧
水保卫战。

据了解，此次执法检查是全
国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开展的一
项重要监督活动。今年5月底至6

月，省人大常委会将组建执法检
查组对我省贯彻执行“一法一条
例”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此次执
法检查由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
任组长，分4个执法检查小组赴8
个省辖市进行实地检查，同时委
托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
区域内法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
查。我市是此次执法检查的 8 个
重点城市之一。

记者了解到，此次执法检查
的重点内容包括：饮用水安全保
障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水污染
防治标准、规划和监督管理制度
落实情况；重点流域、重点湖泊
和重点领域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四水同治”实施情况，重
点是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乡村水污染防治等工作推进情
况；法律责任落实情况，环境执
法和司法保障情况等。

“开展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
例’执法检查，首先要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
彻得怎么样。要借助执法检查，
督促和引导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
少污染排放总量，从根本上、源
头上解决水污染问题。”市人大
常委会环资工委负责人介绍，
2017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建
立完善了一整套水污染防治的新
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调，要
围绕这些新规定、新举措加强
执法检查，尤其要检查关于河
长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同时，重
点关注农业农村水污染治理问
题，找准问题症结所 在 ， 努 力
加以解决。还要抓住工业水污
染防治、城镇水污染防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等重点问题，

深入企业检查污水排放是否达
标，明察暗访城镇黑臭水体治
理情况，查看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状况，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法
律规定落实情况，掌握好第一手
资料。

加强水污染防治，保护生态
环境，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有重
要责任，承担着主要任务。此次
执法检查，聚焦政府履行法定职
责的情况，检查市、县两级政府
是否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否制订
了水污染防治规划；是否制订了
限期达标规划，并向社会公开；
是否按规定每年向人大及其常委
会报告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执行情况；检查有关方面是否落
实了水污染防治的标准规划、监
督管理、事故处置等方面的责
任。执法检查将通过听汇报、查

措施、辨成效，全方位了解情
况，推动落实法定领导责任、工
作责任、监管责任、执法责任，
坚持用法律武器治理水污染、保
护水生态。

目前，市政府正组织有关部
门和涉水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并进
行拉网式检 查 。 市 政 府 要 求 ，
市生态环境局对河道断面及涉
水企业的排污和在线监测情况
进 行 全 面 检 查 ； 住 建 部 门 对
城镇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和污水
处 理 厂 运 行 情 况 进 行 全 面 检
查；水利部门对河长制落实情
况和河道治理、水系建设情况
进 行 全 面 检 查 ； 工 信 部 门 对
涉 水 企 业 的污水达标治理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农业农村部门对
农业面源污染、农村垃圾处理和
畜牧养殖场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

全力推进水污染防治 助推打好碧水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5 月 19 日是“中国旅
游日”，我市文化旅游部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准备
了丰盛的文旅大餐，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惠民举措
等着您。这是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得
到的消息。

为让更多人享受旅游业发展成果，5月19日当
天，我市景区将推出多项惠民措施：身份证出生
日期为 5 月 19 日的游客，持本人身份证游览云台
山景区免门票 （需要购买每人 60 元的车票）；青
天河、陈家沟、嘉应观景区对全国游客执行门票
半价优惠；神农山、青龙峡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
票；散客凭青天河景区当日旅游门票、团队凭青
天河景区当日旅游船票游览月山寺景区，享受免
门票优惠；韩园、丹河峡谷景区继续执行免费对
外开放政策；焦作市民到云台小七主题乐园可享
受每人 30 元门票优惠，其他地区游客门票半价。
5月19日，恰逢首届焦作汉服动漫文化周举办，感
兴趣的朋友可提前免费领取活动门票到焦作影视城
游玩。

在景区门票优惠的同时，今年的“中国旅游
日”活动还突出文旅融合，市博物馆、沁阳市朱载
堉纪念馆、曹瑾纪念馆、孟州市博物馆等免费对外
开放。孟州市除了举办文物馆藏精品展外，还将推
出孟州历史文化之旅文物点旅游线路，5月17日至
19日邀您免费游览体验。

此外，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当天，我市
各县 （市） 区分会场还将围绕“文旅融合 美好
生活”主题举办宣传推广活动，开展旅游咨询服
务，樱桃节、旅游水果节、射箭比赛等活动等您
参加。

“中国旅游日”
文旅大餐等着您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健康中
国 营养先行”，伴随着嘹亮的口号和
热烈的掌声，以“合理膳食、天天蔬
果、健康你我”为主题的我市2019年

“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
营养日活动在市职业技术学校正式拉
开帷幕。

据悉，我国在2015年设立“全民
营养周”，旨在通过以科学界为主导，
全社会、多渠道、集中力量、传播核
心营养知识和实践，使民众了解食
物、提高健康素养、建立营养新生
活，让营养意识和健康行为代代传
递，提升国民素质，实现中国“营养

梦 健康梦”。
活动开幕仪式结束后，我市各大

医院的营养专家在校园内开始义诊。
市人民医院义诊专家携带电子血压
仪，对校园学生血压情况进行测量、
记录。汇总结果显示，15名参加测量
的 17 岁学生，有 3 名学生血压偏高，
平均达 153 毫米汞柱。义诊人员随后
详细解说了高血压的危害及营养预
防，并专门留下这 3 名学生的联系方
式以备复检。校园内进行营养咨询的
学生中，近三分之一学生主诉时有头
晕、乏力等低血糖症状，超过一半学
生反映不吃早餐，蔬菜平均摄入量不

足，基本不吃水果，学生营养意识的
欠缺显而易见。

结合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实际需求，活动期
间，市营养协会将大力组织和实施

“全民营养周”宣传活动，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营养科普教育、医院义诊、
社区讲堂、学生实践等活动，以宣传
教育为手段，以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水
平为目的，普及营养知识，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并将进一步动员全社区积
极参与营养宣传活动，以“全民营养
周”为契机，努力提高市民的健康素
养。

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增强全民营养意识

我市2019年“全民营养周”活动启动

今年年初以来，孟
州市河阳街道加大对
农村村容村貌、户容户
貌的整治力度，通过开
展净化、亮化、绿化、
美化等活动，使群众居
住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图为昨日中午，两名年
轻的母亲抱着孩子从
孟州市河阳街道北何庄
村一处景观文化墙前经
过。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5月7日，沁阳市法院在该市西向镇西向五街村委会举行巡
回开庭，审理一起生命权、健康权纠纷案件，共有200余名群众
旁听案件审理。图为庭审现场。 张建忠 摄

新华社郑州5月15日电（记
者韩朝阳）河南近日发布了《关
于开展2019年全省卫生监督“双
百行动”的通知》，河南将围绕
社会关注热点和群众投诉举报集
中问题，在全省开展以医疗卫生
机构依法执业监督检查为重点的

“卫监——百日行动”和以打击
无证行医净化医疗市场为重点的

“亮剑——百日行动”。
通知规定，本次“双百行

动”的检查对象为各级医疗机
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

机构以及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卫生监督机构。

其 中 ，“ 卫 监 —— 百 日 行
动”针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以预防接种、医疗废物管
理、医疗美容、病历管理、健康
体检、产前筛查、产前诊断、放
射卫生为重点，进行依法执业监
督检查。

“亮剑——百日行动”针对
全省医疗服务市场存在的无证行
医问题，对屡禁不止、屡打不绝
的“黑诊所”，以及对“黑诊

所”视而不见、打击不力甚至为
“黑诊所”充当保护伞的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进
行重点打击和严厉查处。

据悉，此次“双百行动”将
分为自查整改阶段(5月15日至6
月 15 日)、市级督察阶段(6 月 15
日至7月25日)、省级抽查阶段(7
月25日至8月15日)进行。

通知要求，各地要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主动公开投诉举报电
话，鼓励群众提供违法违规案件
线索。

河南开展卫生监督行动
净化医疗服务市场

问题提出：王先生
问题陈述：我是一位农民，进城在焦作市区买

了一套房，今年我家孩子到了小学入学的年龄，可
孩子的户口还在老家。请问，孩子必须是焦作户口
才能在焦作上小学吗？有房产没有户口能入学吗？
我市小学生入学政策是如何规定的？

行动记者：杜 玲
行动结果：针对王先生提出的问题，记者日前

到市教育局进行了采访。据了解，根据 《焦作市
教育局关于做好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 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需要提
供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或暂住证、住房证明 （租
房合同或自有房屋产权证明；居住处所为单位提
供的住房，由单位出具证明并提供住房的权属证
明）、务工证明 （劳动合同及参加社会保障的证
明；个体工商户需要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等） 原件和复印件以及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同意
借读的证明。农民在焦作市区购房并取得居住证
后，其子女进城接受义务教育享有与城镇居民子女
同等待遇。

此外，2019 年的招生通知还没出台，相关政
策如有变动，请以今年的招生政策为准。

进城务工人员在市区有房产
孩子能在市区上小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