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网下结合 推进拒赌防骗宣传

本报讯 连日来，民权县公安局组织民
警、辅警深入辖区张贴、发放打击治理跨境
赌博通告和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讲解赌
博、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及预防知识，教育
引导群众知法守法、拒赌防骗。同时利用
微信群等发布、转发预防跨境赌博和电信
网络诈骗知识，提高居民群众的拒赌防骗
意识，营造“人人知晓，全民参与”的社会氛
围。 （王 勇）

细化措施 服务考生

本报讯 为给参加中招考试的考生营
造一个安全稳定的考试和出行环境，汝阳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精心组织，细化措施，抽
调40名警力和5辆警车、10辆警用摩托车，
加强全县6个中招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管制，
全力为中考护航。 （张 磊）

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 在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宣
传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百日行动中，新蔡
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加大防范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宣传力度，该所民警辅警深入
基层、走近群众，通过发放宣传彩页、现场
讲解、接受群众咨询等形式，向群众揭示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分子作案的惯用手
法、方式、特点、种类及防范常识，提醒大家
切莫因产生贪图小便宜而上当受骗。动员
群众积极举报，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
为，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李风月 朱昱）

开展大走访“四进”活动

本报讯“给电动车充电的电线一定规
划好，特别是在儿童经常玩的地方，更不能
乱拉电线……”连日来，新蔡县公安局栎城
派出所结合正在开展的大走访大排查大化
解大宣传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百日行动，
组织民警开展“进村组、进社区、进家庭、进
企业”活动，全面走访群众、排查安全隐患、
化解矛盾纠纷，向群众宣传防盗防骗等安
全防范知识，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
稳定，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受到群
众一致好评。 （朱昱 刘传海）

超限运输阻碍执法 车主被拘留

本报讯 近日,汝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与该县交通运输局联合执法过程中，查获
一货车疑似超限运输。车主史某不听劝阻
及警告，卸货后驾车逃跑。后被汝阳县公
安局以阻碍执行职务对史某进行行政拘留
5日，并处罚款500元。 （张 磊）

积极开展打击跨境赌博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有效打击跨境赌博
犯罪，柘城县公安局申桥派出所结合辖区
实际情况，组织民警结合“一村一辅警”工
作，深入辖区，组织村组、社区工作人员，做
好反诈宣传工作，向广大群众讲解赌博严
重的危害以及各类诈骗手法，提醒群众“不
听、不信、不转账”，不乱点开链接，自觉抵
制赴境外或在网上参赌。组织村组工作人
员在村组微信群积极转发反诈骗宣传知
识，让群众更形象清楚地了解电信诈骗的
新手法、新特点，提高警惕。积极发动广大
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做
到辖区广大群众人人识诈，全民防骗。

（董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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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拥有的晋江
晟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
截至基准日2020年7月20日，标的债权涉及
未偿本金人民币200,000,000.00元，未偿利
（罚）息52,475,524.56元，债权总额252,475,
524.56元。具体情况详见资产处置清单。

特别提示：
1、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河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相关费
用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不良债权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
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等相关信息不
符的情况下，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

务人、担保人加盖的公章上名称为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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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职责。

4、本次公告中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
考，最终以我公司接收的档案资料、法院判决
（如有）、执行证书（如有）及实际发生计息为
准。就本公告中债权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部
分物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
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
调查及判断，我公司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
件；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人员
及其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
人员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
工作日有效。如有异议或详情咨询，可在公告
有效期内来电咨询，如发现阻挠咨询现象，可
向我公司举报。

咨询电话：0371-56826605联系人：袁女士
举报电话：0371-56826667监督人：卢先生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7日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晋江晟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的公开处置公告

资产处置清单 截止基准日：2020年7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罚）息余额 费用 债权总额 五级分类 担保方式

晋江晟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泉州世贸中心B1期70套住宅、17套商铺、73个车位
提供抵押担保；生茂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生茂工业有限公司、郑州智能电子有限公司、郑州生茂超亮
电子有限公司、代喜萍以其持有生茂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生茂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康玛生以其持有生茂固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生茂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生茂固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玛水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晋江晟瑞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0200,000,000.00 52,475,524.56 252,475,524.56 次级类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跨境赌博
犯罪滋生蔓延，打击犯罪势头，夏邑
县公安局多措并举，积极主动开展
相关宣传活动。

一是依托一村一警广泛宣传。
组织民警辅警依托“一村（格）一警”
工作机制，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
活动，深入全县所有村庄，利用警务
播报台、发放宣传单等，宣传讲解网
络赌博的严重危害以及公安机关依

法严厉打击的决心信心，同时收集
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引导全民抵制
网络赌博，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

二是深入重点地点有针对性宣
传。印制宣传手册、条幅，制作宣传
展板，在金融网点、宾馆旅店、网吧、
加油站、超市、车站等人员流动量大
的场所进行张贴、摆放，以点带面，
扩大影响，有侧重地开展针对性宣
传，引导群众知法守法，自觉抵制赴

境外或在网上参赌。
三是借助新媒体创新宣传。

充分利用夏邑公安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宣传平台，发布防范打击跨境
赌博犯罪相关信息，转发扩散至覆
盖全县的平安建设各微信群，发挥
新媒体宣传速度快、受众范围广的
优势，切实提高群众防赌拒赌意
识，积极营造“人人知晓、全民参
与”的社会氛围。 （郭恒）

本报讯 近日，南阳市公安局红
泥湾分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打掉
一个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已抓
获犯罪嫌疑人 8 人，查明涉案资金
4000余万元。

今年 4 月初，该分局接到群众
举报，称网上有一个“跑分”平台，
疑似为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提供资
金支付手段。民警经过调查，初步
锁定犯罪嫌疑人魏某、张某、吕某
等人，通过购买境外服务器搭建第
四方非法支付结算平台进行“跑

分”非法活动，大肆招揽网民在该
平台上传个人支付宝、微信收款二
维码（简称“码农”）充值，以此达到
躲避侦查打击以及洗钱的目的。
该平台运营团队可能位于境外某
亚洲国家，但赌博网站服务器架设
在境外，由境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对
网站及服务器进行维护。

情况初步掌握后，该分局决定
成立专案组进行立案侦查。专案
组民警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奔波
和缜密侦查，查实了魏某等人作为

“码商”，以高额利润通过互联网在
全国大量招募下级“码农”，并通过

“码农”的网上个人支付工具向境
外赌博网站提供的账号转账 4000
余万元。证据确凿，事不宜迟，向
南阳市公安局汇报后，红泥湾分局
迅速组织警力展开收网行动，先期
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暂已查扣涉
案资产200余万元。

目前，8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涉案“上下游”
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刘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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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公安局

开展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宣传

红泥湾警方

破获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

宠物狗未拴绳，引发交通事故

责任该咋认定？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淼 张潇

【法官说法】

车主需要赔偿的情况：1.有
狗证且系了狗绳：这种情况下狗
主人尽到了保护义务，车主撞上
狗之后，应当对狗的伤害或者是
死亡负全责。2.没系狗绳但是车
主违法驾驶：如车辆在停车场、小
区某些特定场所超速行驶，或存
在禁行路段穿梭、逆行等违法行
为，狗没系狗绳，那么狗主人和
车主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车主不需要赔偿的情
况：1.没有狗证可以拒赔：

没有狗证就不能证明狗
是狗主人的合法“财

产”，所以车主可
以选择拒绝赔

付。2.有

狗证但是没系狗绳，车辆正常行
驶：《犬只管理办法》规定小型犬
只可以上街，但是要求使用牵引
绳牵着走。如果车辆正常行驶的
情况下撞上了未系狗绳的狗，车
主有权拒绝赔付。

原告仵某作为宠物狗的主
人，没有为宠物狗办理养犬登记，
出行时未给宠物狗系牵引绳，宠
物狗突然横穿马路导致事故发
生，原告有过错。交警大队事故
证明没有认定事发时被告赵某驾
驶车辆存在违法的情况。故对原
告请求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
担。经过调解，被告自愿支付原
告500元作为对宠物狗死亡的补
偿，有效化解了双方矛盾，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基本案情】
2020 年 4 月，被告赵某驾车与原告仵

某的宠物狗相撞，致宠物狗死亡及车辆
受损的交通事故。镇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原告仵
某事发时对其宠物狗没有使用牵引
绳，也没有办理养犬登记。事后，双方
为损害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 5000元。

【审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

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
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
权、健康权等人身、财产权利。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镇平县法院多次调解，双
方协商一致，被告支付原告 500 元，作为宠物狗死亡的补
偿费用，并当场履行，原告申请撤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