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下列持卡人在我行透支，超过规定时间未归还，现决定
对该批持卡透支人进行债权催收。请下列债务人立即与我行
联系，积极还款付息。否则，我行将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

2017年2月23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债权催收公告

姓名 证件号码 拖欠本金 住宅地址 币种

陈俊
李中全
侯静
吴永保
周维强
祁金国
王莹莹
符振锋
胡士平
沈春辉
夏恩阳
裴山清
张志群
孙保贵

413026198303071527
413026197803264515
413026197603180042
413026197607150393
413026197909173654
413026196803159091
413026198910026963
14272319830116081X
413026196811208738
413026196707100313
413026198410209173
41302619750724603X
41302619750207032X
413026196412280978

299,683.74
197,275.76
99,977.28
49,987.01
45,843.47
44,973.95
39,985.67
27,998.47
26,679.17
24,871.58
24,680.69
24,384.65
23,415.32
20,000.00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胡族铺天姿丽人化妆品专卖店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陈淋子镇史河路19号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白寺地85号
河南省固始县黄河路西段春河路口
江西省南昌市香江建材城广场一街60号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蓼北路东段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黄河路东段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红苏路北段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丰港乡童营村沙台组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中山大街2巷18号
河南省固始县崇学院小区24号楼2单元403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郊乡汪庙社区飞机场居民组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黄河路中段一品天下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洪埠乡街道中段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
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3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朱维 联系电话：

010-57809342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院北楼
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郭强 联系电话：

13849150108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北关街88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6年07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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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开封市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开封市余胜
化工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

18612014281060
冉龙、张红玲、开封市振兴空
分设备有限公司、开封信河膨
胀节钢结构有限公司、刘浩余

ZD1861201400000068
ZD1861201400000069
ZB1861201400000119
ZB1861201400000121
ZB1861201400000120

截至2016年07月25日
债权本金余额

1

借款人 开立信用证
协议书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6,891,420.78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责任编辑 王 东 校对 刘任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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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 宁晓波/图）电商
送货员孙师傅按照顾客要求将一部苹果手
机送货上门，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顾客”。当
孙师傅给其他顾客送货时，尾随在后的“顾
客”将孙师傅货箱里的苹果手机偷走。近
日，郑州市公安局南关街分局打掉一个盗
窃、销赃团伙，抓获盗窃嫌疑人 3名、销赃嫌
疑人1名，破获案件4起，涉案金额3万多元，
缴获苹果手机一部、笔记本电脑一台。

网购手机设下陷阱
趁快递员送货时盗窃包裹

近日，快递小哥孙师傅到郑州市管城区
路路通千禧花园小区送快递，其中有一部价
值 7000 多元的 iPhone7Plus。孙师傅到了送
货地点，电话通知买家取货，可是原先催着
要手机的买家此时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尽管满腹疑惑，但因为还要给其他收货
人送件，孙师傅就把包裹暂时放在电动三轮
车上，然后上楼去送其他快递。然而，孙师
傅返回电动三轮车时，发现装有 iPhone7Plus
手机的包裹不翼而飞。

四下寻找无果之后，孙师傅选择了报
警。

团伙作案专偷包裹
警方视频追踪抓获窃贼

接到报警后，郑州市公安局南关街分局
案件侦办大队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民警很
快发现，这不是一起偶发的盗窃案件，而是

有预谋的团伙作案。经过进
一步梳理比对，办案民警发现
郑州市发生多起类似案件，均
为该团伙所为。

民警对路路通千禧花园
小区周边监控反复查看，发现
3名嫌疑人为掩人耳目，作案
后分头离开，其中一人乘坐地
铁到金水区英协路燕庄新
区。办案民警在燕庄新区连
续走访排查，挖掘线索，通过
大量视频监控细致比对，最终
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随后，
办案民警兵分两路，分别在燕
庄新区和驻马店市上蔡县将
4 名嫌疑人张某、方某、刘某
和张云某抓获。至此，一个流
窜在郑州市区专盗快递包裹
的团伙被打掉。

经查，张某、方某、刘某均
为无业人员，3 人为了赚钱，
便合伙干起了盗窃快递员快
递包裹的勾当。他们先是在
网上下订单购买苹果手机等贵重物品，然后
根据送货信息定位快递员位置，趁快递员忙
于给他人送件疏于防范之机，盗取放在快递
车内无人看管的贵重包裹，随后再由团伙成
员张云某负责销赃，以此牟利。据了解，犯
罪嫌疑人是通过网购货到付款的方式购物，
预留手机号码的手机卡是在网上购买，可以
打通，作案后扔掉，预留的地址也是随机填
写。

目前，郑州市公安局南关街分局已依法
将 4名嫌疑人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小贴士：为避免快递包裹被盗，警方提
醒快递员应提高防范意识，若一次性送不完
包裹，最好把送货车交由写字楼、小区保安
看管，或将车辆停放在有监控摄像头的范围
内，一旦被盗便于搜集线索。

(线索提供 辛杨光)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
刚 通讯员 孟永新）近日，卢氏
县公安局持续发力，多警联动，
成功打掉一个流窜到该县盗窃
高档摩托车的犯罪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两人，破案 6 起，涉
案总价值7万余元。

1月21日，在连续接到辖区
3起高档摩托车被盗的警情后，
卢氏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结合 3
起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相
近的特点，迅速抽调精兵强将，
成立专案组，对该系列案件展
开调查。民警经视频侦查、摸
排走访，很快确定一辆悬挂外
地假牌照的面包车有作案嫌
疑。2月10日，“改头换面”的嫌
疑车辆刚进入卢氏县境内，便
被专案组民警锐利的眼睛盯
上。为扩大战果“钓到大鱼”，
专案组民警一路跟踪该车到县
城某开放小区。

当日 19 时许，专案组民警
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发现有摩
托车被抬上该车，遂决定收
网。看到有车辆围拢过来，嫌
疑车辆突然发动并试图逃离，
奋不顾身的专案组民警郑鹤
飞、张源立即上前截停，但该
车径直朝民警撞了过来。跳
开后，民警一边驱车追赶，一
边 将 情 况 上 报 专 案 组 指 挥
部。随后，各路抓捕民警迅速
展开围捕行动。

21 时许，在卢（氏）灵（宝）
交界处，看到前方闪烁的众多
警灯，接连闯过多个卡口的嫌
疑车辆感到无路可逃，索性远
远停到路上。见车上的两名
嫌疑人趁着夜色向路边山上
逃去，奋勇追去的卢氏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王军峰一
个虎扑，死死将其中一个嫌疑
人压在身下，专案组民警史彦
强、张卢晓追了近 20 米，最终
在英勇负伤的情况下，将另一
名极力反抗并已逃至杂草丛
生、荆棘遍地的陡坡林间的嫌
疑人摁倒在地。

在铁的证据面前，犯罪嫌
疑人贾某（男，47岁，吉林省人，
曾因盗窃机动车被判处有期徒
刑）、李某（男，41岁，陕西省人，
因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对其
流窜到卢氏县盗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经查，服刑期间相
识的贾某、李某在 2017 年 1 月
份先后出狱，由于经济拮据，遂
决定到卢氏县盗窃高档摩托车
再转卖到西安“挣钱”，其间认
识了有“面包车”关键工具的

“好搭档”老张（男，另案处理）。
目前，犯罪嫌疑人贾某、李

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网购苹果手机是假网购苹果手机是假
偷盗快递包裹是真偷盗快递包裹是真
郑州警方打掉一个盗窃、销赃团伙

本报洛阳讯（记 者 郭富昌 特 约 记
者 常向阳 通 讯 员 刘照璞 史丽莉 付
献朝/文 图）3 名 已 经 退 休 、年 逾 花 甲 的
老 工 人 闲 来 无 事 ，竟 萌 生 歹 意 ，合 伙 去
盗窃电动车，结果被汝阳县公安局民警
通 过“ 天 眼 ”视 频 监 控 发 现 端 倪 ，快 速
出击，成功将盗窃电动车的老工人一一
抓 获 。 当 日 晚 上 ，3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被 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家住汝阳县城的赵先生发现自
己停放在杜康大道涧河桥西北角的电动车
被盗。接到警情后，汝阳县公安局实战化
综合指挥中心监控组值班人员立即与报警
人取得联系，确定了电动车的详细信息和
具体停放位置后，全力开展视频追踪。经
过连续顺线追踪，锁定犯罪嫌疑人为 3 名
老年男子（如图）：当日 14 时 13 分，一名犯
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红色电动三轮车，另两
名嫌疑人驾驶一辆摩托车到现场会合，3 人

进入电动三轮车内等待时机作案。15 时
57 分，受害人将电动车停放在涧河桥西北
角离开后，3 名嫌疑人将该电动车推进云梦
园内，之后返回将自己车辆骑走。

根据上述情况，汝阳县公安局实战化
综合指挥中心监控组立即派员前去云梦园
内寻找被盗的电动车，经过实地寻找和辨
认，确认受害人被盗的电动车就藏匿在云
梦园内。之后，监控组立即指令汝阳县公
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置。民警与监

控员等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蹲点守候，于
18时 50分将前去取车、家住城关镇寺湾村、
现年 65岁的犯罪嫌疑人郭某抓获。在得知
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住址和逃走路
线后，城关派出所民警雷霆出击，迅速赶赴
洛峪村将 66 岁的张某抓获，又赶到城关镇
张河村将现年 62岁的郭某抓获。

通过审讯，3 名犯罪嫌疑人对合伙盗窃
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视频觅踪迹
蹲守擒窃贼

民警一个虎扑
抓到一个嫌疑人

3名嫌疑人的监控画面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