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毒宣传在行动

本报讯 6 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为
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进一步警示毒
品危害和推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近日，
确山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开展以“珍爱生
命 远离毒品”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该院
充分利用宣传月的重要节点，开展有声
势、有影响、有特色、有成效的活动，进一
步掀起新时代全民禁毒教育的新高潮，提
升居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活动中，检察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悬挂
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形
式，向群众讲解毒品知识和相关法律法
规，并设立了宣传台，接受群众咨询，与群
众互动交流。此次活动，引导群众远离毒
品，号召广大群众树立“珍爱生命、拒绝毒
品”的正确观念，鼓励其向身边的亲朋好
友宣传普及禁毒知识。 （潘 静）

开展“七一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近日，商丘市梁园区税务局
机关党委志愿服务队一行 5人来到孙福
集乡中心小学开展了“七一邻里守望”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该局为该校 13 名孤儿捐赠
了价值 2000 余元的衣物等爱心物资。
该局党委副书记叶玉新勉励孩子们要好
好学习、志存高远，从身边做起、从你我
做起、从日常做起，用一颗温暖、关爱、赤
诚之心，服务社会、奉献社会。老师代表
和学生代表宣读了感谢信，分别表达了
对梁园区税务局志愿服务队的感谢和对
未来幸福生活的积极态度。 （李刚）

四项措施确保 2019年度
个税汇算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 自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工
作开展以来，为确保各项税收政策理解
正确、执行到位，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税务局推出四项措施，圆满完成了
2019年度个税汇算工作。

一是该局制定个税汇算工作预案，
统筹做好咨询辅导、大厅受理、系统运
行、退税审核、补退税链条、舆情应对等
工作；二是及时调配好信息数据资源，做
细做实退税应急预案，对涉及多地任职
取得收入已在外地汇算的及时上报异议
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应对处理；三是进一
步抓好联动保障，加强系统内部与国库、
银行等外部门的联系，确保年度汇算申
报、短信发送、实名认证、缴退税办理等
业务办理顺畅；四是加强与财政部门沟
通，及时传递退税数据，确保退税资金充
足。 （孙文杰）

举办社区矫正法培训活动

本报讯 近日，镇平县司法局二龙司法
所举办社区矫正法培训活动，聘请了律师
和从事矫正工作的专业人士进行座谈。
会后，大家一致认为效果良好，今后应多
举办类似法律法规专题培训，提升法律专
业水平，确保工作顺利开展。（赵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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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玲玲）日前，省公安
特巡警北部协作区突发案事件应急
处置联合演练在鹤壁市武警支队训
练基地举行，豫北 6 地市公安特警
500余人参加演练。

演练模拟警情设置为6月22日
6时许，鹤壁突发重大警情，根据事
态发展，鹤壁市立即启动应急反恐
处突预案，同时向省公安厅报告请
求豫北各地市紧急增援。新乡、安

阳、濮阳、焦作、中原油田公安局特
警支队闻令而动，火速赶赴鹤壁。9
时许，豫北 6 地市特警应急处突队
伍集结完毕。省公安特巡警北部协
作区前沿指挥部下达作战任务，分
5个战区 6个处置小组实施联合行
动，对淇滨 A、B、C、D、E，5 个重点
区域开展排查管控，分别开展了疫
情卡点查控、个人极端案事件、设卡
拦截、公交车反劫持、涉爆类暴恐事
件处置演练，中原油田公安局特警

铁骑队在重点部位武装巡逻、机动
备勤。

本次应急处置实战演练突出实
战实练实用，进一步提升各单位实
战训练水平，强化特警队员处置复
杂的突发事件应变能力，体现特警
在实战中应对不同情况的战术素
养，同时锻炼一线指挥员的临场指
挥和协调能力，为以后实战中各单
位相互衔接和配合打下良好的战术
基础，提供必备的战术条件。

本报讯 在“清风·利剑”专
项行动中，洛阳市公安局瀍河
分局迅速行动、主动进攻、以打
促防，取得显著战果。近日，该
分局成功侦破一起诈骗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冒充
新加坡“创业电子厂”员工，以
招工为由骗取受害人马某9500
元人民币。

2019年12月17日，洛阳市
公安局瀍河分局接到辖区群众
马某报警称：一个自称是新加
坡“创业电子厂”员工的男子以
招工为由共骗取其9500元人民
币。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行
动，连夜搜集相关证据，精心研
判，认真比对，初步确定嫌疑人
为张某。办案民警辗转河南、
江苏等地，行程 1000 余公里，
查找嫌疑人的踪迹。根据张某

的户籍信息、工作生活情况及
轨迹，办案民警终于找到了张
某，并于6月21日将其抓获。

经查，由于受害人马某之
前在新加坡务工多年，想再找
一份新加坡的工作，于是在 58
同城和微信求职群等平台上发
布求职信息。去年11月23日，
一个自称是新加坡“创业电子
厂”员工的男子联系到她，说他
们厂里正在招工，可以介绍其
进去。马某对此深信不疑，随
后对方以申请批文、押金、好处
费、借钱、买机票为由收取马某
共计 9500元人民币。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张某对骗取马某
9500元人民币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张某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王怡 王万民）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与许昌市鼎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达成合同编号为ZYXC-
ZXYD202006001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分行将对许昌金瑞达工贸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中原银（许
昌）流贷字2017第070087号、中原银（许昌）流贷字2018第
07006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贷款债
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许昌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此
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许昌金瑞达工贸有
限公司、河南浩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张红伟、马巧莲、张小
红、唐会玲向许昌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将对许昌一楷商贸有限公
司所拥有的中原银（许昌）流贷字2017第050094号、中原银（许
昌）流贷字2016第11001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
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许昌市鼎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许昌
一楷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恒天永泰商贸有限公司、许昌义博丰
商贸有限公司、杨太星、师晓鸽、王敬斋、梁彦昌、管创业、周锋领
向许昌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通知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2020年7月 1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与关斌于2020年6
月28日达成合同编号为ZYXCZXYD202006002的《债权转让
合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将对许昌鸿运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中原银（许昌）流贷字2018第390211号《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中原银（许昌）流贷展字2018第
390211号《人民币借款展期合同》项下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
转让给受让人关斌，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
让。请许昌鸿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威豪电气有限公司、刘
运举、王新苹、彭海超、刘威、宁胜涛向关斌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通知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2020年7月 1日

债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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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特巡警北部协作区突发案事件应急处置联合演练在鹤壁成功举行

提升实战训练水平 强化应变能力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王海锋）近日，河南法制报记
者从南阳市公安局龙升分局获悉，
该分局在前期研判基础上，联合南
阳11个县（分）局，奔赴全国各地14
个省、直辖市统一行动，集中收网，
成功侦办一起特大非法利用信息网
络案。据悉，该团伙利用微信实施
网络黑灰产品推广，充当境内外诈
骗团伙的网络推手，大肆为多个赌
博平台、电诈平台、贷款诈骗平台、
假驾驶证办理团伙、刷单诈骗团伙
进行广告投放、网络推广和信息推
送服务，人数众多，危害较大，导致
多名受害人被骗。

2019年10月13日，南阳市民高
某报警称：他在手机朋友圈里看到
微信好友“A微视觉卧龙区微热点”
发布的兼职广告，一番微信聊天沟
通后，该微友让他扫码添加了一个
叫“天猫网拍”的微信号，称可以通
过淘宝做任务进行返现。他在对方
的诱导下下载一个 App，按照对方
的提示进行刷单操作，之后他的支
付宝花呗上8910元被莫名刷走。

针对受害人被骗渠道，民警进
行了初步调查研判，发现涉案微信
号日常多在三门峡活动，且该微信
加入多个微信群推送类似诈骗广
告。

经过调查分析，民警确认这是
一起以张超某为首，李某等人为团
伙主要推手的网络诈骗团伙，张某、
李某等人安排其下级收集微信号之
后大量加粉，将其统一命名为“A微
视觉××区微热点”，搭建成规模微
信推广平台，平台搭建完成后，以高
额收益为诱惑，在其生活圈和工作
圈发展大量下级代理。

下级代理向张超某交纳 200元
至 300 元左右的加盟费后，张超某
等人将上述事先打造好的某地区微
热点微信号交由下级使用，并要求
代理尽可能多地加入所在地区不同
的微信群。据初步统计，该团伙发
展的业务代理人员主要活跃于义马
市，大约有 700名推手资源，目前掌
握活跃微信账号 400余个。进一步
研判发现，该团伙管理层李某还与
境外缅甸一赌博网站有业务往来，

其上级推广团伙成员陈某每月领取
的推广费用就在 40万元左右，近一
年半累计流水400余万元。

另外，民警发现该团伙有专门
进行微信号买卖、出租、解封服务人
员，以上人员通过各自的行为为境
外诈骗团伙实施诈骗提供全链条的
支撑服务；全国各地还有多名类似
产业的关键组织者，每个组织者背
后均有多个下级业务员和批量推广
的微信号。

案件上报后，根据南阳市公安
局领导指示，南阳市公安局龙升分
局联合镇平、南召、方城、社旗、唐河
五个县公安局和蒲山、新华、青华、
红泥湾、官庄五个直属分局共计 11
个单位，成立专案组，奔赴全国各地
14 个省、直辖市统一行动，集中收
网。截至目前，第一次行动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131名，刑事拘留51名，
取保候审76名，监视居住4人。

下一步，民警将通过串并对全
国性黑灰产业渠道关键人员进行抓
捕，整合资源，以备后期继续深度打
击发起全国集群战役。

南阳警方侦破特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以招工名义实施诈骗
嫌疑人终落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131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