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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红涛 410302*********527
段景辉 410305*********033
郭渊亚 410327*********41X
赵巧林 410322*********017
廉江丽 410328*********526
高素鸣 410827*********017
杨淑容 519004*********142
蒋以波 410305*********053
郑庆忠 350321*********416
李力 410305*********033
娄二勇 411281*********517
石丽 412927*********843
李光辉 410311*********556
许重阳 411081*********95X
王文胜 410311*********559
陈晓霞 410323*********082
杨巧芳 410311*********547
贾晓梅 410323*********522
刘中慧 410381*********014
李永锋 411102*********01X
曲磊 220181*********094
王治国 410325*********012
王风仙 410323*********103
赵振辉 410325*********041
孙凤登 410311*********539
杨端芳 410311*********527
马育民 410305*********537
彭星星 410329*********052
郭永才 410329*********639
郑建国 140422*********815
怀德欣 410323*********055
张大娟 410325*********526
陈永涛 412728*********81X
马亚辉 410124*********029
郭建设 410321*********111
郭建设 410321*********111
郭卫锋 411281*********534
万利勋 410329*********533
杨俊芳 410328*********544
孙亚辉 410329*********591
陈正坤 410329*********59X
张占伟 410305*********557
李亚楠 410305*********322
高峰 410323*********088

韩栋 410329*********041
石艳勤 411403*********024
王红伟 411219*********519
穆海灿 410329*********516
娄保书 410305*********519
尹志标 410329*********530
郭乐乐 410304*********021
王耀莹 410302*********018
田正军 410329*********510
曹师师 410381*********077
马长伟 410323*********57X
雷霆 410305*********318
孙久长 410323*********518
李倩楠 410302*********522
彭建军 410325*********878
陈玉红 410324*********028
贾满朝 410328*********01X
董祥 410305*********515
王用 410322*********52X
王哲 410323*********516
李浩 410324*********136
李会锋 410329*********057
王海鹏 410323*********011
李学斌 410325*********038
董鹏 410305*********512
王传彦 410303*********032
李龙海 410323*********552
高翔 410323*********022
李巍 410304*********036
范松博 410303*********030
胡西栓 410321*********531
李洪 410305*********514
张延其 410327*********01X
史红瑞 410311*********024
张先军 411221*********053
胡一枫 410329*********533
牛绿元 410381*********313
高道伟 411726*********999
崔伟伟 410322*********819
黄太川 410325*********512
胡进卫 410311*********532
张会强 410327*********257
阴江红 410302*********047
裴治国 410323*********037

苏玉庆 410325*********038
陈建民 410303*********014
王双权 410323*********579
谭顺容 511022*********306
张云涛 410311*********021
李益栋 410305*********313
李应征 410306*********517
张姣姣 410325*********547
蒲泳辉 410329*********610
鲍建省 410321*********515
贺万民 410328*********514
徐梅 410728*********063
王凯 410321*********037
陈华俊 321281*********610
郭力群 410306*********018
周军军 410311*********51X
王珍珍 410303*********226
张社红 410482*********55X
张美霞 410329*********586
高玉秋 410326*********345
许俊杰 410381*********810
袁长富 230421*********211
许见国 410329*********51X
李保成 410303*********016
李辉 410303*********564
胡向阳 410329*********010
赵倩 410323*********048
谢燕利 410322*********124
党雪娟 410329*********068
杨存强 410329*********05X
于和立 410305*********019
翟晓鹏 410322*********817
杨云月 411303*********557
王舒淇 410322*********841
张润辉 410327*********224
张文庆 410303*********010
董亚州 410322*********834
王洁 410305*********549
冯正龙 410311*********03X
蔡永革 410303*********518
王娟 612321*********347
梁晓洁 410482*********725
魏丽民 410325*********522
常武强 410381*********515

利涧功 410305*********554
刘冬冬 410305*********516
李军慧 410326*********018
王灿坡 410329*********515
王文瑾 412701*********529
刘尾巴 410322*********139
白群霞 410303*********025
曲宇辉 410381*********538
李亚伟 410326*********719
赵慧高 411282*********810
齐蓓蕾 410421*********021
王磊 410305*********01X
康红新 412702*********715
李水霞 410327*********042
武灿强 410327*********417
韩利民 410305*********53X
张斌 410303*********513
操卫国 410303*********219
陈军萍 410302*********024
王利娜 410105*********321
宁红涛 410323*********011
李长春 420106*********839
张向阳 410323*********014
张丹 410322*********850
王超 410303*********012
刘子桂 410304*********026
李建军 411281*********519
王君 411324*********939
朱晓萍 410327*********424
高欣 410302*********524
张先军 411221*********053
王雪梅 410305*********521
李治斌 410311*********035
黄玉龙 410326*********010
王博 411324*********011
闫会娟 410311*********041
郭利强 410322*********818
吴周立 410482*********030
张定春 410306*********030
宋文杰 410303*********034
赵静 410323*********083
张娟娟 410329*********021
周世平 410305*********036
石惠灿 410329*********054

杨江涛 410526*********47X
刘红玲 410302*********028
刘红玲 410302*********028
张振江 410381*********017
汪兰 413026*********880
宋海龙 410381*********335
李治国 410325*********017
朱向东 410321*********010
梅志勇 410303*********515
胡政星 410329*********052
刘金林 220603*********216
牛新波 410327*********439
李红章 410323*********031
王磊 410311*********558
李峥峥 410328*********526
陈兵涛 410323*********515
乔绍阳 410311*********536
刘县萍 610402*********509
刘武军 410329*********519
王为民 410329*********058
杨艳柳 411328*********027
屈兵兵 410329*********105
刘闪闪 410327*********545
张营璐 410381*********028
孙晓辉 410327*********075
谷丰 410306*********012
马少峰 410326*********018
马艳红 410826*********025
邢利刚 410329*********097
胡国政 410325*********015
张健 410303*********039
刘枫林 210124*********41X
陈晓玲 410323*********060
王金水 410105*********792
刘小春 410328*********54X
赵志远 410303*********010
董五周 410323*********039
陈志平 330402*********938
袁亚涛 411281*********022
沈进通 620521*********014
李世杰 410321*********016
周占祥 411202*********530
孙成利 410381*********676

以下建行龙卡信用卡持有
人：

您所持有的龙卡信用卡，账
户欠款已超过还款期限，经我行
工作人员多次催收，至今仍未还
清，我行现采取公告形式对您的
欠款进行催收。请您在看到公

告后五日内，到建设银行任意网
点查询并偿还所欠全部款项（具
体金额以还款当日建设银行所
提供的账务记录为准），否则，我
行将采取如下措施：

1.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您清偿全

部欠款及由此产生的律师费、诉
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款
项。

2.如您的行为已涉嫌信用
卡恶意透支，我行将向公安机关
报案，依法追究您恶意透支行为
的刑事责任。

为避免诉讼和追究刑事责
任给您造成的严重影响，请立即
清偿建设银行信用卡欠款。

如您已清偿建行信用卡透
支款项，请无须理会本公告。

建设银行提醒您：
请根据您的个人偿还能力

使用信用卡；
珍惜个人信用，杜绝不良记

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分行

催收公告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本报讯 说起洛阳老城，不少人会说那才是真正能代
表洛阳千年变革的地方，为保护传承历史文化资源，老城
区推动实施了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近日，记者从洛阳市
古城管理委员会文化服务中心获悉，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
项目一期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即将于牡丹文化节
期间亮相，届时一个蕴含浓厚历史文化韵味，又朝气蓬勃、
充满现代气息的新老城将惊艳众人。

游客游览文峰塔建成区

快去瞅瞅古城换的新容颜
“虽然我们主打历史文

化传承牌，但是在园区运营
上我们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
式，打造一个智慧型的非遗
产业园。”洛阳中渡科技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罗宏伟介绍，
在管理方面园区采用“互联
网+大数据管理模式”，采取
统一支付、结算、推广、维权
等集约化管理模式，构建“互
联网+大数据科技管理”为一
体的智慧园区大数据平台。
通过电子信息、互联网、物联
网等技术的综合运用，实现
园区内游客消费、商铺运营
等信息的实时采集、发布与
调控，建设出一个智慧型文
化产业园区。

“统一支付、统一维权等
也有利于实现园区统一管
理，让游客在园区体验到更

满意的服务。”罗宏伟告诉记
者，统一管理让园区更能有
效把控商户的经营和质量，
也能通过智慧平台及时提
醒、分流游客，并提供园区全
方位的介绍和帮助。同时，
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消费者
偏好，针对性地进行推广，并
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及时调整
园区项目和产品。“通过与商
户捆绑联营，免房租、免门
票，孵化商户成长实现多方
共赢。”罗宏伟说。

据介绍，园区建成后，这
里将成为洛阳各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中心、河洛文化
体验中心、洛阳旅游商品购
物中心等，可实现旅游收入
近5亿元，税收5000万元，带
动就业1万人。

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区，
占地约70亩总投资7亿元。据
了解，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将
以“传承非遗文化，弘扬民族精
神”为宗旨，围绕“非遗文化”的植
入，打造中原乃至全国规模最大、
非遗产业化最集中的文化旅游目
的地。

“建成后的非遗文化产业园
将以唐、宋、明、清、民国时期的民

居建筑为主，同时还要加强对原
有文物的保护和修补，展现原有
的历史风貌。”洛阳市古城管理委
员会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王延生告
诉记者，园区加强对文峰塔、府文
庙、妥灵宫等现存文物建筑的维
护，对新潭、金元故城城墙遗址进
行修复，运用“一步一景”“一街一
景”“一巷一景”“一区一景”的设计
手法，打造园林式文化产业园区。

记者在非遗文化产业园了解
到，建成后的产业园将以河洛文
化为核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内容填充，着力打造非遗文化交
流中心、非遗博物馆等特色板块，
引入国家、省级200余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业态。“我们还将在园区
引入非遗项目体验过程，游客可
以随时与现场的非遗大师直接学
习非遗技艺。”王延生说。

□记者 李曼 文图

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即将于牡丹文化节期间亮相

历史与传承相结合，
打造非遗文化产业园

现代与传统相融合，
建设智慧型非遗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