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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现将成立登记的社会组织予以公告。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办公地址、登记日期分

别为：荥阳市王者之风艺术培训中心、52410182MJY55969XQ、叶玉梅、荥阳市教育体
育局、荥阳市万山路与索河路交叉口鸿翔德韵一楼、2020年6月17日；荥阳市豫龙镇
金地小哈佛幼儿园、52410182MJY5597299、张新冉、荥阳市教育体育局、荥阳市郑上
路与桃贾路交叉口金地格林小城、2020年6月17日，荥阳广志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52410182MJY562856X、李广志、荥阳市残疾人联合会、荥阳市禹锡路与荥泽大道交叉
口西 300 米、2020 年 6 月 22 日；荥阳广志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服务中心、
52410182MJY562944C、李广志、荥阳市残疾人联合会、荥阳市禹锡路与荥泽大道交叉
口西 300 米、2020 年 6 月 22 日；荥阳市京城办永安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52410182MJY569839P、郝蕊蕊、荥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荥阳市郑上路与塔山路交叉
口东南角、2020年7月6日；荥阳市黄冈特色辅导学校、52410182MJY56988XT、赵江
涛、荥阳市教育局、荥阳市塔山路南段第七小学对面、2020年7月6日；荥阳市贾峪镇路
岗社区幼儿园、52410182MJY569898T、曹宝军、荥阳市教育局、荥阳市贾峪镇路岗社
区、2020年7月6日；荥阳蓝天职业培训学校、52410182MJY5699276、刘亚林、荥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荥阳市国泰路与惠民路交叉口隆盛时代广场、2020年7月6
日；荥阳市天籁之声艺术培训学校、52410182MJY569951N、秦俊腾、荥阳市教育局、荥
阳市万山路与龙港路交叉口南50米路西、2020年7月6日；荥阳广志职业技术培训学
校、52410182MJY5699869、李广志、荥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荥阳市禹锡路与
荥泽大道交叉口西300米、2020年7月6日。

荥阳市民政局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07月17日

上午 9.30 在本公司公开拍卖豫
B00236别克牌小型普通客车。有意
竞买者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1万
元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报名、展
示及交保证金时间为2020年07月
15日至16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公司联系电话：25985722

13849158445
工商监督电话：23988841
公司地址：开封市大梁路东京国

际5号楼4号
河南公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9日

拍 卖 公 告

汝南小县 电信诈骗频发

2019 年 8 月 21 日，汝南县常兴
镇居民张某报警称：2019 年 8 月，
他在汝南县常兴镇柏丈屯村家中，
使用网络上的一款叫立借 App 内
的几个小程序借钱，其先后借款 5
次，被人以需缴纳费用的名义，诈
骗 52500 元。

随后，汝南县和孝镇赖大庙村
的宋某报案称被诈骗 1000 元；王岗
镇村民韩某被诈骗 2000 元；三门闸
街道办事处居民娄某被诈骗 1700
元；留盆镇前徐村某村民被诈骗
750元。

由于汝南县的套路贷案频发，
且套路贷的期限短，利率高，其以以
贷养贷的方式还贷，还款数额已是
最初贷款数额的几十倍。

该案引起了汝南县公安局党委
的高度重视，责令该局刑警大队立
即成立专案组，对这一系列的诈骗
案进行立案侦查。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
波 通讯员 张斌）近 30个小时的连续
奋战，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快
速反应，将一系列盗窃车内物品犯罪
嫌疑人抓获。

6月30日7时许，该分局连续接到
群众报警，称夜间临时停放于郑东新
区姚桥路附近一小区门前的数十辆汽
车玻璃被砸，车内物品被盗。接警后，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勘查发现，现场
被砸车辆 24辆，车内被盗现金、首饰、
手机等物品价值3万余元。

按照分局党委的要求，该分局迅
速抽调龙子湖案件侦办大队精干警
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6 月 30 日上
午，侦查民警在查阅小区附近一公共
视频时发现，案发当天凌晨，一男子形
迹十分可疑，这一反常的举动立即引
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7月1日12时许，侦查民警通过调
阅大量视频资料，基本圈定了该男子
在案发前后的活动范围，并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随着进一步的核查，民警
发现该男子极有可能就是盗窃车内物
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针对这一情
况，专案组民警步步追踪跟进，终于在
7月1日下午，发现该男子在郑州市二
七区的落脚区域，随即火速集结，对犯
罪嫌疑人可能藏匿的地区展开了搜捕
工作。当日 19时许，民警在一旅馆排
查时，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
并一举将其抓获。现场从其租住的房
屋内查获用于作案的工具，同时追缴
被盗现金、中华香烟等赃物若干。

经过突审得知，犯罪嫌疑人吴某
（男，39岁，湖北省襄阳人），有多次盗
窃前科，其长期流窜于多地，伺机盗
窃车内物品。目前，吴某已被该分局
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尚公轩）近日，上蔡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
有一伙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人，在
县城内通过免费办理信用卡送手机虚
假宣传诱导客户办理 POS 机，已有多
名商户受骗。

该局刑警大队专案组接到警情后
高度重视，民警通过信息研判以及线
索摸排，发现该团伙嫌疑人冒充某银
行工作人员在平舆县、遂平县等地也
实施了诈骗，犯罪嫌疑人为滑县的崔
某德、崔某路、崔某磊。在确定嫌疑人
身份信息后，为及时抓获嫌疑人，把握
战机，专案组组长刘金昌带领龚迪阳、
马欢、田源等民警连续作战。

6 月 27 日，民警在滑县将涉嫌
诈骗的 3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3 人到案后对其涉嫌诈骗的作案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迅雷”行动
动员会后，沈丘县公安局白集

派出所立即行动，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
7月5日晚，该所社区民警王玉礼经过

摸排，发现电信诈骗涉案人员顾某从外地返
回家中，并连夜将顾某抓获。经突审，顾某
如实供述多次出售银行卡牟利的犯罪事实。

随后，负责调取银行卡流水单的民警李
光玉反馈，由此关联出王某、赵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民警经过连续两天摸排、查证，先后将王
某、赵某抓获归案。经顺藤摸瓜，该所民警陆续
将纸店镇的唐某以及淮阳县段某、焦作的焦某
等5人抓获，缴获银行卡50余张，涉案金额130
万余元。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黄长春
摄影报道

几十万人掉进以贷还贷陷阱
汝南警方顺线追踪挖出特大诈骗案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通讯员 葛生

河南刘刘置业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6月22日召开股东会决议
解散，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
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请各债权
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河南刘刘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清算组办公地点：河南省巩义
市桐本路南段盛威太阳城展示中心
二楼会议室。

清算组联系方式：
张律师 15803879760
郭律师 18339921090

河南刘刘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7月9日

河南刘刘置业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公告

郑东新区分局
连续奋战

破获盗窃车内物品案

冒充银行职工诈骗
3人被刑拘

近日，汝南县公安局办案民警从一
起网上套路贷诈骗案入手，顺线追踪、搜

寻信息、分析研判，一举打掉了3个盘踞在广
东省深圳市的国金征信公司，云旗、海川公司，
兰亭集公司诈骗窝点。该案涉及全国各地
的受害人几十万人，涉案金额上亿元，41

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目前已有35人被
批准逮捕，案件已进 入审

理阶段 。

核心提示

真相大白
揭开特大诈骗团伙面纱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供述，国金
征信公司主要是负责放贷收贷。兰
亭集公司主要是负责在网上推广贷
款的 App。云旗、海川公司主要是负
责催收贷款。3 个公司是分工严密、
相辅相成的关系。

采用的手法是给客户讲逾期不
还利息，则被法院列为“老赖”，影响
其乘坐高铁和飞机以及信誉等；对外
宣传的是以无抵押、无担保、低利息、
秒放款等宣传语为诱饵吸引受害人
借款，在受害人获得贷款资格后，平
台在放款时以加息费、打赏费等名义
先行扣除“砍头息”，受害人到期还款
时仍需按照借款总金额计算本金及利
息，在受害人到期无力偿还借款时，公
司会根据受害人的逾期时长分5个等
级，采取滋扰、恐吓等方式进行催收借
款。在催收过程中，公司的催收专员
会引导受害人进行展期还款，并收取
高额的展期费；也会采取以为受害人
的利益考虑为由引导受害人在其公
司所属的其他网贷平台借款，用于偿
还另一平台的逾期借款的方式诱导
受害人连续借款，这些行为造成许多
受害人形成“以贷还贷”的恶性循环，
不断垒高自己的债务。

顺线追踪
直捣诈骗窝点

专案组成立后，办案民警通过
分析研判从两条路线着手侦查。

一路民警通过资金流进行侦
查。专案组民警往来于银行之间，
在大量数据面前仔细查找，核对资
金走向。

另一路民警通过信息流进行研
判。随着社会的信息化，信息流形
成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态，专
案组民警试图找出蛛丝马迹。

后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的数
据进行分析和研判，初步确定诈骗
行为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国金征信
公司，云旗、海川公司，兰亭集公司。

专案组侦查人员初步确定嫌
疑人后，为确保能够顺利抓捕犯
罪嫌疑人，分批次远赴深圳进行
实地侦查。

2019 年 11 月 2 日，在该局党
委书记、局长冯全敬的带领下，
参与抓捕行动的民警、辅警 60 余
人赶赴深圳。经过两天的研判
与布控后，2019 年 11 月 4 日 9 时，
专案组民警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人，当场缴获电脑 60 余台、手
机 80 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