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务人：河南省发营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林杰纺织有限公司（现名：许昌林杰实业
有 限 公 司 ）、樊 发 营（ 身 份 证 号 ：
411024196406031612）、邵秀琦（身份证号：
411024196506061720）、赵孟杰（身份证号：
411024197005186335）、张景林（身份证号：
411024196910211671) 。

我公司作为河南省发营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政通路支行（以下简
称“银行”)项下借款的保证人，己代河南省发营
换热技术有限公司向银行偿还完毕上述借款。
且河南省发营换热技术有限公司欠我公司担保
费12万元。经协商我与马继伟达成《债权转让
协议》，现将对以上债务人享有的代偿本金及担
保费共计人民币肆佰壹拾贰万元整（小写
￥4120000元）及其他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全部转让给马继
伟。自债务人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直接向马继伟
履行偿还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河南隆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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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法

本报讯（记者 杨勇）郑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对近期存在多次交通违法的
16辆旅游客运车辆、20辆货运车辆通过
媒体进行曝光。

据悉，这些客货运车辆主要存在超
速、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反禁令标志
指示、逆行，司机不系安全带、不按规定
使用灯光、开车接打手机等交通违法行
为。其中，河南鑫海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的一辆豫 A 牌照旅游客车交通违法达
到14次，所有人为肖景军的豫A牌照货
运车辆交通违法达到104次。

郑州交警已对上述车辆的车主或
所在的公司下发交通违法整改通知书，
希望尽快缴纳交通违法罚款，车辆未审
验的尽快审验，消除交通事故隐患，同
时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杜绝再次
交通违法发生。对长时间不处理交通
违法的，警方经公告后将申请人民法院
予以强制执行。（线索提供 邢红军）

本报讯（记者 董景娅）在五一劳动
节来临之际，为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
民生，充分发挥公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
的作用，彰显公证为民服务理念，郑州
市黄河公证处决定开展“为市级以上劳
动模范免费办理公证”公益活动，为劳
模免费提供继承、遗嘱、委托、合同等公
证服务。

如果您是市级以上劳模或“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需办理相关公证，可于
4月 25日至 4月 29日上午 9时至 12时、
下午1时至5时，通过电话咨询、现场咨
询等方式预约，也可持有效证件和荣誉
证书等材料到黄河公证处申请办理。
活动期间，黄河公证处将设置办证“绿
色通道”，指定专人负责接待。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
者 朱剑锋 通讯员 冯雪峰）4月22日，湖
北随州，外地几个养殖场的拖欠款相继
汇到平舆县法院执行专用账户。至此，
平舆县法院已为平舆县某饲料公司挽
回损失 67万余元，公司法人代表、刘总
经理不再为今年公司的发展发愁。

今年平舆县两会期间，平舆县法院
干警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广泛征
求意见和建议，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了

“加大涉企业案件执行力度，保障企业
良性发展”的建议。对这一建议，平舆
县法院院长徐普提出“涉企业案件在
限期内必有结果”要求。

经认真排查梳理，该院所立的涉企
案件涉及的标的额共1亿余元。法院执
行人员通过“执行和解，强制划拨，查封
车辆、房产，司法拘留”等措施，为企业执
行回1167万余元，查封房产531套等。

本报讯（记者 杨勇 宁晓波）“我都没想
到还能找到肇事车，太感谢了！”4 月 24 日
上午 11时许，在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大队院内，市民黄女士把一面锦旗送到事
故中队民警赵浙南手里，并连声道谢。

据黄女士介绍，4 月 12 日 10 时 30 分
许，她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到南阳路
与岗杜北街交叉口时，一辆从岗杜北街逆行
出来的白色宝马车将她撞倒后，不减速就开
走了。她的胳膊、肩部和头部都受了伤。由
于宝马车没有悬挂车号牌，虽然报了警，但
黄女士对这件事没抱太大希望。

“事故发生后，我们调取了路口的监控
视频，看到那辆白色宝马车把黄女士连人
带车撞倒后就直接开走了，也感到非常气
愤。虽然那辆车没有悬挂号牌，但是我们
不甘心！”赵浙南说，他们又调取了沿街单
位的视频，发现该车曾在位于海滩街和岗
杜北街交叉口的郑州市公安局南阳路分局
门口停留，一名带着小孩的女子从该车上
下来进入南阳路分局流动人口办公室。

“随后，我和同事赶到南阳路分局流动
人口管理办公室，经询问工作人员得知，当
天确有一名带着小孩的女子来办理业务。

由于手续不齐没有办成，她只留下了一个
手机号码。”赵浙南说，经与该手机号码联
系，确定机主就是从白色宝马车上下来的
那名女子。该女子承认宝马车撞倒黄女士
的事实，但称车是借朋友的，开车的是另外
一个朋友。

“经过赵警官的协调，肇事车的车主已
经对我的损失进行了赔偿。我比较满意！”
黄女士说。据赵浙南介绍，虽然肇事车车
主已经对黄女士进行了赔偿，但是交警部
门还要继续找肇事司机，要对其肇事逃逸
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线索提供 孟繁勇）

4 月 19 日上午 10 时许，太康县公安局
王集派出所民警张华杰、杨武畏在王集集
镇上进行消防检查。在王集大街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北侧一超市门口，民警发现一名
中年妇女神色慌张，在自动取款机前徘
徊。两名民警上前准备询问时，她十分惊
恐，突然大喊：“不要抓我，我不是来汇钱了
吗？我没犯罪……”

听到这，民警更感到奇怪,欲把这名妇
女带回所里了解情况。这名妇女吓得大
哭，连声喊“我没犯罪，我不去派出所”。民
警意识到她可能被骗了，就把她劝到银行
大厅内进一步询问情况。

该妇女名叫韦某某，是王集乡李小桥

村人。当天早上，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
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在侦查一起犯罪案件，
发现韦某某涉嫌犯洗钱罪，要她到邮政储
蓄银行按照要求把钱转过去，否则就去抓
她。韦某某听后很害怕，就拿着银行卡到
王集大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自动柜员机
前，准备汇钱时被民警发现。

民警了解到事情经过后，立即告知韦
某某上当了，对方在冒充法、检、公的工作
人员进行诈骗。

见韦某某半信半疑，民警从警车内拿
出太康县公安局印发的反诈骗宣传页给韦
某某看，其中就有“冒充法、检、公诈骗案
件”的情况说明。

正在这时，韦某某的手机又响了，是
“北京警察”打来的电话。张华杰接过手机
严肃地说：“我们是河南省太康县公安局
的，正在办理一起诈骗案件，你因涉嫌诈骗
将被通缉……”不等民警把话说完，对方就
挂断了电话。民警又让韦某某用她的手机
拨打对方的电话，电话的提示音是国际长
途，且无法拨通。

随后，民警让银行工作人员查看韦某
某的银行卡余额，确认其银行卡内的钱一
分钱不少、一分钱不多。

这时，韦某某才意识到被骗。她说：
“要不是你们真警察，我就被假警察骗钱
了。谢谢你们！”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秦颖）近日，
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视频中心迅速行
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破获系列盗窃电
动自行车电瓶案件 30 余起，追缴被盗电动
自行车1辆、电瓶103块。

4 月 5 日以来，郑州航空港区七路一商
业圈周边 30多辆电动自行车的电瓶相继被
盗。接到报警后，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
视频中心立即抽调精干警力开展侦破工作。

参战民警兵分两路迅速展开工作：一路
由专案民警提炼汇总有价值的涉案信息，以
信息主导警务实战。警方研判发现，此类案
件案发地集中，案发时段多为凌晨 2 时至 5
时，且作案随机，各商场门口停放的电动车
都能成为嫌疑人目标。另一路由视频监控
员通过公安与社会监控资源相结合，以及海

量视频数据分析，勾勒出犯罪嫌疑人的作案
规律和轨迹。警方发现，嫌疑人每次骑乘电
动自行车对该商圈周围电动自行车电瓶实
施盗窃，随后将电瓶运送到航空港四街一花
坛内临时掩藏，最终分批次销赃至一废品收
购站。但因夜间监控探头条件差，民警难以
捕捉到有效视频画面。

4月 10日，郑州航空港区五路一市场内
电动自行车电瓶被盗案件再次发生。监控
员连夜调阅案发地周围的视频监控。线索
终于浮出水面。

4 月 10 日凌晨 4 时许，一男子骑乘一辆
红色电动自行车在该市场盗窃电动自行车
电瓶，随后向东行驶至一废品收购站。民警
发现，该男子作案手法和形体特征与前几天
案件中出现的嫌疑人相似。

民警顺线追踪，最后在郑州航空港区六
路一超市的监控资料中捕捉到该男子较为
清晰的面部截图。

这不正是老“熟人”邝某辉吗？2016年4
月 30 日，邝某辉因盗窃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被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处理过。

情报信息平台显示，邝某辉最近经常出
入一公寓网吧。专案民警立即赶赴该网吧，
将正在酣睡的邝某辉抓获，当场缴获随身携
带的剪刀、手电筒等作案工具。

经讯问，嫌疑人邝某辉对其多次盗窃电
动自行车电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警方随后又从废品收购站等地起获被
盗的电动自行车一辆、被盗电瓶103块。

目前，犯罪嫌疑人邝某辉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诚实守信
的社会风尚，4月20日，新乡市红旗区法院在

新乡火车站地区组织开展了以“守信我先行
失信法不容”为主题的执行宣传活动。
记者穆黎明 通讯员崔进杨鹏云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勇）“车外要亮
丽，车内要整洁。”4月24日，郑州市
公交三公司全体管理人员到调度
室、场站等公交车辆站点，为公交车
辆打扫卫生、整治车容车貌。

为保证公交车辆的整洁，郑州
市公交三公司从4月24日起开展了
为期 10天的“公交车车容车貌专项
整治行动”。公司于每日 6 时 30 分
组织人员深入公交车辆站点，对车
辆实施全天候的行车安全排查，对
车长的服务及上线运营公交车辆的
车容车貌实施全面排查及督促，发
展问题及时修理，确保车容车貌达
标，对不合格的车辆下达了整改通
知，并进行停运整改，车辆恢复后方
可上线路运营。

（线索提供 杨超群）

郑州交警曝光
一批交通违法客货运车辆

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为部分劳模等免费办公证

平舆县人民法院
加大涉企案件执行力度

通过监控看到“熟人”作案

顺线追踪 起获103块被盗电瓶

郑州公交三公司
车容车貌不整洁将停运

假警察电话催办真警察当场止付

无牌车肇事逃逸交警这样找到它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张磊落

练就一双慧眼挽回群众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