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权转让公告
邓丹丹、邓亚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李海霞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于2020年12月28日通

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竞价交易平台将睢阳

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民初3007号调解

书及2019豫1403民初3010号调解书所确

定产生的全部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

买受人李海霞。自成交之日起，与以上债权

相关的担保权利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同事在此作出郑重声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所拍卖的债权权属皆移交买受人，今后

所发生的一切法律事务及纠纷均与商丘华

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债权转让公告
赵文化、李余粮、姬红伟、李国献、赵心敬、
赵高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沈鹏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我行已通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竞
价交易平台将贷款账号为：
34223002008061001001003801、
34223002008012301001003487、
34223002008061101007003822、
34223002008061201002003827、
34223002008061101010003823、
34223002007103001010003357的6笔债
权转让给沈鹏；自成交之日起，与以上债权
相关的担保权利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同事在此作出郑重声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所拍卖的债权权属皆移交买受人。今后
所发生的一切法律事务及纠纷均与商丘华
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经查，2018年5月22日，设立浙江华夏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登记时，向公
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公司印文证明材料，
取得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7MA459G5
W52）设立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拟撤销浙江华
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2018年5
月22日设立登记。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
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
销登记决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如要求行使上述权利，可在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局提出，逾期
未提出，视为放弃此权利。本告知自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联系人：赵同
伟、代顺安，联系电话：0379-63127312。

洛阳市洛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月13日

洛阳市洛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
洛龙市监撤听告字（2021）1号

郑州汇付友科技有限公司现严
正声明：本公司除与公司签订正常合
作外，如有冒用我公司名义与其他机
构签订并开展了业务合作造成的，包
括但不限于利润、信誉、税务或其他
无形损失，我司不承担任何直接、间
接、附带、特别、衍生性或惩罚性赔偿
责任，概由行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
任，自登报之日起立即停止这种违规
违法的行为。我公司及法人保留追
究对其上述相关的责任主体及责任
人违法违规的起诉权利。

特此公告！
郑州汇付友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公 告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张小东、贾玉杰、田

继文、苏峰：本院在执行吕永政、王振东、石刚、闫

波、丁春财、冯占国、赵迎春、李军岭、倪宏涛申请

执行河南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

九案中，因申请执行人吕永政、王振东、石刚、闫

波、丁春财、冯占国、赵迎春、李军岭、倪宏涛向本

院提交书面追加张小东、贾玉杰、田继文、张景

中、苏峰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0)豫 0105 执异 735、736、737、738、

739、740、741、742、743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1年1月30日10时至2021年1

月3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

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0.0.0.0.

gaUAk8&userId=2021261174户名：民权县人民法

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东区广场花园3号楼2单

元1102室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

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韩

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809。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1年2月15日10时至2021年2

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

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 ：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 ：民 权

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庄周大道东段

南侧东郡国际花苑1号楼3单元401室详细信息

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杜法官，联系电

话：19837091633。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21年1月29日10时至2021年1月

30日10时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络司法拍

卖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5/04,户

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蒋松甫

名下的一辆小型越野客车（品牌型号：森林人

JF1SH92F,车牌号豫DAJ616)进行拍卖。咨询方

式：2021 年 1 月 13 日 8 时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 16

时止接受咨询。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

本院公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需求和

说明。特别说明：本次拍卖过程中若发生拍卖中

止、拍卖暂停、撤销拍卖、撤回拍卖等情形，本院

不再另行公告。拍卖起止时间以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的公告时间为准。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向林菊：本院受理原告徐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1302民初487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

发生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二怀、驻马店市东升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王付利诉你二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1702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清华、霍文培：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驰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702 民初 102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盛曙光、盛淑倩、盛淑娅：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强与

被告盛曙光、盛淑倩、盛淑娅、兰晓欣、盛浩东、盛

浩源、兰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永军：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志源诉被告杜永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豫 0902 民初 789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城关镇派
出所以“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动
力，组织民警深入辖区进行走访，及
时将办好的身份证送到居民家中。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进一步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教育整顿，近日，新乡市公安局
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交通管理大
队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在辖区开展
酒、醉驾查处工作。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
黎明 通讯员周阳 摄影报道

为推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深入
开展，近日，封丘县公安局联合县检察
机关、县卫健部门在县中医院联合设
立“一站式询问”暨小荷工作室，为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未成年人
心灵创伤等共同努力。 河南法制报
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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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进
一步挤压犯罪分子作案空间，郑州市
公安局高新分局持续加大对“两抢一
盗”案件的侦破力度，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提升破案能力，坚决遏制各类侵
财盗窃类案件高发态势，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财产安全。

1 月 5 日，该分局枫杨派出所接
到报案人程某报案，其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在高新区石佛合村并
城工地丢失袋装扣件 80 袋，总价值

12480 元。接到报警后，该所副所长
徐世军迅速带领民警前往案发现场
开展调查，同时调取案发地外围的
公共视频。通过调看公共视频，结
合对工地各出入口的摸排情况，一
辆在案发时段先后 3 次出入该工地
的豫 K 号牌越野车进入了民警的视
线。民警立即对该车辆车主乔某进
行布控追踪，通过轨迹核查发现涉
案车辆停靠在高新区欢河家园安置
区内。徐世军立即安排人员在此地
蹲点守候，并于 1 月 8 日将嫌疑人乔

某成功控制。通过调取案发当晚嫌
疑人乔某的通话记录，徐世军发现
该嫌疑人与一陌生号码联系频繁，
具有共同作案的重大嫌疑。经过蹲
守布控，乔某妻弟王某被一举抓获。

经过调查，两名嫌疑人对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两次出售
赃物的销赃地点，获取违法所得共
计 9360 元。目前，乔某、王某涉嫌盗
窃已被采取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之中。

（楚毓奇）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勇）人在国内注册
网站用户，通过手机操作，即可下单
参赌，设在境外的赌博网站实时回传
画面，输赢一目了然……近日，开封
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联
合梁苑派出所，经缜密侦查，破获一
起跨境网络赌博案，涉案金额30万余
元，网络“百家乐”面纱被揭开。

该所接到线索，称有人涉嫌在跨
境赌博网站玩“百家乐”，立即联合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治安大队
共同开展侦查工作，发现这些赌博
网站实际设在境外，通过对相关资
金账户等进行细致研判，锁定魏某
为犯罪嫌疑人。民警连夜赶赴浙
江省宁波市，经历伏击守候，一举

抓获魏某。
几经追问，魏某交代了自己贩卖

银行卡的事实。民警通过层层抽丝
剥茧，一张“黑网”逐渐显现，魏某 A
浮出水面。

2020 年 12 月 24 日，民警接到魏
某 A 买了火车票即将从开封出发去
往安阳的线索，并连夜赶到安阳，没
想到魏某 A 半夜又回了开封。民警
不顾疲劳，连夜返回开封再次组织抓
捕。次日，民警将藏身于开封市某宾
馆的魏某A抓捕归案。

魏某 A 今年 20 岁出头，偶然的
机会接触了网络赌博，并得知若当
了赌博网站的“代理商”，能从中获
得一定的比例提成。面对“诱人”的
返利，魏某 A 便当了一些赌博网站

的“代理商”，并通过在微信群、朋友
圈发布二维码等形式，开始物色和
发展参赌人员。为了逃避警方的打
击，魏某 A 琢磨使用别人的身份证、
银行卡注册赌博网站账号，为境外
赌博网站进行支付结算，遂找到了
同村人魏某，承诺不定时给魏某一
些好处费。

2019年，魏某A开始借用魏某的
银行卡及身份证注册了赌博网站账
号，并通过提供账号、密码等方式帮
助他人在网上实施赌博。

犯罪嫌疑人魏某、魏某A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截至目前，魏某A涉嫌
为跨境赌博网站代理发展下线 70 余
人。该案涉及人员较多，辐射地域较
广，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枫杨派出所

破获盗窃工地扣件案

缜密侦查 斩断跨境赌博资金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