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下列车辆挂靠在我公司名下，车辆所

有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长期不按约定交纳各种

规费、不履行合同义务，为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九十六条规定，特通知解

除以下车辆所有人与我公司的挂靠关系，此前给

我公司造成的损失，我公司保留追究的权利，如

有异议自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可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否则视为同意解除挂靠关系，此后车

辆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车辆支配人承担，与

我公司无关。

解除挂靠车辆车牌号如下：

豫C36771、豫C37296、豫C37641、豫C37719、

豫C37729、豫C37938、豫C38720、豫C50369、

豫C52365、豫C52830、豫C55037、豫C55108、

豫C55112、豫C55160、豫C55213、豫C55288、

豫C55508、豫C55562、豫C55565、豫C55581、

豫C55615、豫C55667、豫C55686、豫C55752、

豫C55859、豫C55902、豫C55925、豫C55998、

豫C56113、豫C56208、豫C56391、豫C56853、

豫 C5761、豫 C57953、豫 C58023、豫 C58028、

豫C58036、豫C58090、豫C58330、豫C58380、

豫C58550、豫C58552、豫C58567、豫C58677、

豫C58728、豫C58829、豫C58939、豫C59077、

豫C59131、豫C59350、豫C59382、豫C59716、

豫C59819、豫C59897、豫C59919、豫C60278、

豫C60312、豫C60573、豫C60625、豫C60855、

豫C60905、豫C61127、豫C61251、豫C61362、

豫 C61386、豫 C6153、豫 C61580、豫 C61618、

豫C61718、豫C61758、豫C61907、豫C61986、

豫C61992、豫C61995、豫C62062、豫C62275、

豫C62325、豫C62382、豫C62530、豫C62582、

豫C62623、豫C62651、豫C62708、豫C62716、

豫C62788、豫C62882、豫C63016、豫C63058、

豫C6375、豫C63901、豫C65006、豫C6509、豫

C65366、豫C65509、豫C65627、豫C65776、豫

C66076、豫C66113、豫C66651、豫C66953、豫

C67602、豫C67621、豫C67632、豫C67757、豫

C67797、豫 C67808、豫 C67826、豫 C6787、豫

C68339、豫C68372、豫C68601、豫C68607、豫

C68856、豫 C69138、豫 C69196、豫 C6933、豫

C69505、豫C69536、豫C69831、豫C69911、豫

C70539、豫C70660、豫C70782、豫C70936、豫

C71278、豫C71851、豫C71938、豫C73861、豫

C73897、豫C75106、豫C75136、豫C75185、豫

C75196、豫C75611、豫C75638、豫C75992、豫

C76263、豫C77137、豫C77256、豫C77519、豫

C78813、豫C78830、豫C79063、豫C79073、豫

C79087、豫C79113、豫C79157、豫C79396、豫

C79577、豫C79831、豫C79855、豫C79968、豫

C79989、豫C80010、豫C80396、豫C81111、豫

C8138、豫 C82058、豫 C83555、豫 C8382、豫

C8538、豫 C8682、豫 C88376、豫 C8868、豫

C89029、豫C89219、豫C89238、豫C89623、豫

C90087、豫 C90156、豫 C91519、豫 C9160、豫

C9232、豫 C95303、豫 C95950、豫 C96009、豫

C96152、豫 C9793、豫 C99317、豫 C99893、豫

C9993、豫 CA195、豫 CA316、豫 CA5399、豫

CA5552、豫 CA5587、豫 CA6799、豫 CA6803、

豫 CA6807、豫 CA6808、豫 CA6812、豫

CA6821、豫 CA6833、豫 CA6839、豫 CA6855、

豫 CA6865、豫 CA6866、豫 CA6897、豫

CA7186、豫 CB677、豫 CC220、豫 CC223、豫

CC3192、豫 CC832、豫 CD075、豫 CG827、豫

CG862、豫 CG865、豫 CG928、豫 CK088、豫

CK311、豫 CK959、豫 CL670、豫 CL678、豫

CL960、豫CU356

洛阳市德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本报洛阳讯 近日，在洛阳
市公安局安乐派出所民警的帮
助下，离家出走近 30 年的男子
将和家人团聚。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安乐
派出所白马寺综合队民警李晓
伟和同事在白马寺附近对过往
车辆进行盘查。在一辆大巴上
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对方出示
的一代身份证信息已经无法核
实。

民警在对该男子进行进一
步核查时，查不到其身份信息，
起初怀疑他是在逃人员。后警
方多方查找发现，这名男子已
离家出走近 30 年，户籍信息被
家人注销。原来，该男子唐某，
50多岁，南阳人，年轻时因琐事
与家里人发生不愉快，便离家
出走，至今近30年，离家时带的

是一代身份证，过期后没再换
二代身份证。其间，他曾想过
回家，但又觉得无颜面回去，只
好到处打工。唐某平时没乘坐
过火车，多是在半路拦大巴到
各地，这次原本想从洛阳乘坐
大巴到开封干活，途中被民警
拦下。

据李晓伟介绍，得知唐某
是南阳人后，李晓伟立即与南
阳警方取得联系，在当地警方
配 合 下 ，确 认 唐 某 的 说 法 属
实。唐某离家出走近30年杳无
音信，唐某的家人以为唐某已
不在人世，便到派出所将其户
籍注销了。得知唐某下落后，
其家人迫切希望他能回老家团
聚。经过民警开导，唐某心中
的结总算解开，向家人承诺春
节就回去。 （马书博）

本报讯 近日，新华保险关爱
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分
别在陕西、安徽、辽宁等地完成
了5例环卫工人人身意外伤害理
赔案，新华保险分别向 5位出险
环卫工人的家人给付人身意外
伤亡理赔金。自2017年8月“新
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启动至今，新华保险
已完成 45 例环卫工人人身意外
伤害理赔案，累计支付身故、伤
残理赔金401万元人民币。

关注环卫工人群体，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新华保险立足环卫
工人生存现状，开启“美丽同行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专属保险计划”，为全国各地的环
卫工人每人捐赠最高保额为10万
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截至目
前，该项目已经覆盖全国56个大
中城市，为51.5万名环卫工人撑
起一把保护伞，捐赠保额515亿元
人民币。

意外发生，关爱即至，新华
保险严格履行承诺，建立专业服
务团队，开启理赔绿色通道，高
效足额赔付。同时，新华保险也
积极呼吁广大行车人注意避让
道路上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既
要尊重环卫工人劳动，更要保护
环卫工人生命安全，减少和避免
类似悲剧的发生。

“情系城市黄玫瑰，传递社
会正能量”。在大踏步回归保险
本原的同时，新华保险着力打造
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形象，肩
负社会责任，全身心投入公益事
业，其主导的三大公益项目齐头
并进。2018年，除去大放异彩的
环卫工人项目，新华保险的精准
扶贫项目也已覆盖全国 7 个省
区，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3万余
人，其志愿服务活动超 400 场，
致敬劳动者和劳动者最美的主
题志愿服务遍及全国各地。

(王叶)

林州市开展禁鸣专项治理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降低噪声污染，有
效预防违规违法鸣笛，营造一个良好的
交通和生活环境，林州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提请政府部门划定禁鸣区域，提倡机
动车礼让行人，开展了禁鸣专项治理活
动，建议大家自觉抵制乱鸣喇叭，切实减
少城市交通噪声，以实际行动改善生活
环境。 （吕名桀 杨晓林）

虞城警方事故防范效果显著

本报讯 去年以来，虞城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持续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活动，
认真排查国、省道重点路段安全隐患，严管

“两客一危”重点车辆；严查超员超速、疲劳
驾驶、涉牌涉证、酒驾等违法行为，取得明
显成果，交通事故四项指数明显下降，营造
了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范红伟）

南乐县公安局救助一名走失老人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韩张派
出所民警巡逻至韩张镇东关时发现有一
名老人骑电动三轮车摔倒在路边水沟
旁，经查看，老人满脸血迹，民警立即将
其送至韩张卫生院进行救助，后通过多
方询问得知老人为辖区内某村村民，随
后，民警联系老人家人并将其送至家
中。 （满利川 桑金龙）

创新宣传方式效果显著

本报讯 1 月 4 日，南乐县公安局近
德固派出所联合综治办在佛善村集市开
展了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活动通过
悬挂条幅、设立宣传咨询服务台、发放宣
传品和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和
咨询服务。活动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
600 余份、春联 200 余副、普法宣传扑克
牌200余幅。 （侯东亮 赵宽龙）

朋友合伙做生意起纠纷 法官释法促执行

本报讯 朱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因
两人合伙做生意发生矛盾，朱某向张某
索要工程款共计 12.5 万元，但张某拒不
还款，朱某无奈，将张某诉至正阳县法
院。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张某仍以种
种理由拒不支付欠款。近日，在正阳县
法院开展的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活动
中，执行干警将张某强制带回法院。经
执行法官的一番释法说理，张某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案
件顺利执结。 （徐翔 王豪娟）

解除车辆挂靠合同的公告

自“百日安全”行动暨“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襄城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深入辖区重点
客、货运企业、校车运营公司进行
拉网式隐患大排查，督促企业严格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消灭事
故隐患。图为民警检查企业安全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焦会云摄影报道

我局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在南
阳寨村一仓库（出租人孟根太）扣押涉嫌商
标“凤铝FLENLU”侵权商品（凤铝铝材），重
量：3393㎏，我局实施了扣押强制措施。现
期限已到，我局拟作出处罚，没收侵权商品凤
铝FLENLU339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第
六条、第八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
罚，你（该货主）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该货
主）应自本听证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
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电话：0371-63221369
郑州市惠济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9年1月10日

惠济区工商质监局
听证公告

焦作居美美家建材家居有限公司：
根据贵公司与香港简美家居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简美”）2018年5月29
日达成的《关于“简美美家国际家居博览中心”
欠费的还款计划》双方于2018年5月31日结
束后终止双方合作，贵公司欠香港简美费用总
数为720000元（大写：柒拾贰万元整）。目前，
贵公司已偿还香港简美60000元，2018年9月
及之后未偿还款项共计660000元人民币（大
写：陆拾陆万元整）。现香港简美将上述对贵
公司享有的660000元债权已于2018年11月
7日转让给郑州简美美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请贵公司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及时与郑州
简美美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并按约定将
未偿还的660000元偿还至郑州简美美家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

附：郑州简美美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人：蒋先生，联系方式：185 3717 8477，联系地
址：郑州市航海东路与义通街交叉口醇葡大厦
618室。

香港简美家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简美美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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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

理赔45例 赔付超400万元

男子离家近30年

民警助其找到家人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