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进村入户话平安”活动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杨海林）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新
蔡县公安局蛟停湖派出所结合辖区社会治
安形势，联合乡镇村组，开展“进村入户话
平安”活动。民警、辅警与村干部一起深入
辖区街道、社区、村庄，宣传冬季防盗防火
防骗等安全防范知识，帮助群众完善安全
防范措施，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今年
以来，该所排查消除火灾隐患 20 余处，并
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余起。

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本报讯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新

蔡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结合电信网络诈骗
案发案情况，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街
道、村委、社区等，采取设立宣传栏、发送宣
传单、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提醒群众接到要求
汇款短信或不明网址链接时，不要随意汇
款或点击不明网址，同时动员群众积极向
公安机关举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线索，受
到群众的支持与好评。 （刘 涛）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周惠 通讯员 刘真）1 月 13 日上
午，西平县车站路派出所辖区的张
女士夫妇将一面写有“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字样的锦旗送到车站路
派出所民警手中，表达对民警帮其
找回丢失手机的感激之情。

1 月 8 日，张女士来到车站路
派出所求助，称其在御都国贸五楼

吃饭后不慎将手机遗忘在饭桌上，
手机里存有重要资料，更主要的是
手机微信、支付宝还绑有多张银行
卡。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带领
张女士来到御都国贸。通过调
查，民警发现张女士的手机被一
个小女孩捡到。随后，民警孙荣
国、贾亦真通过连续两天的走访
调查，最终找到捡拾该手机的小

女孩，顺利将手机取回归还给张
女士。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张
女士十分感激。

1 月 13 日，张女士夫妇特意赠
送一面锦旗，为该所尽心尽责、及
时为民解忧点赞。 一面锦旗，饱
含着群众的真挚情感，是群众对公
安民警的一份信任，是群众对公安
工作的一份褒奖。

本报南阳讯 自“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为切实做好社会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镇平县公安局
王岗派出所按照该局党委统一安
排部署，以“清隐患、惩犯罪、守平
安”工作目标，紧密结合辖区实际，
把矛盾纠纷排查与化解作为当前
重点工作之一，积极着力解决影响
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
性问题，全力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提升辖区群众的满意度、安全感。

把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在 萌 芽 状

态。对于一般矛盾纠纷，当场发
现，当场解决，不耽搁拖延，不留隐
患；对于较复杂的矛盾纠纷，在积
极疏导化解的同时，紧密依靠党委
政府，联合司法部门共同做好化解
工作。

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对
摸排出来的矛盾纠纷提前介入，因
情施策，全力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同时，民警与各村支部密切联
系，建立矛盾纠纷合作联动机制，
收集各村的矛盾纠纷隐患，将调处

工作前移，调处责任落实，做到矛
盾纠纷早化解。

积极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增强
群众的法治观念，从源头上预防矛
盾纠纷。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上，该所坚持“以防为主，调防结
合”的工作思路，以法律宣传为切
入点，采取发放法律宣传单、张贴
标语及举办法治讲座等形式，开展
法治教育活动，消除群众积怨，增
强群众法律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运
用正确的方式化解矛盾。（王小平）

2021/01/22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李 艳艳
美美编编 李李 茹茹 校对校对 孟杰曼孟杰曼

HENAN LEGAL DAILY

法治广角14
镇平县公安局王岗派出所

全力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丢失的手机找回了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政策，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淮滨县支行现对下列借款人、信用卡透支人、担保人进行公告催
收，要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

滨县支行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县支行 2021年1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县支行债权资产催收公告

周晶晶
杨毕涛
王欢
王伟
张守亮
钟翠兰
代振芳
刘珍
魏金刚
孙焕豹
乔金森
张陈祥

杜荣腾
吕俊忠
吴敏
何新勇
张子明
杜伍
吴守辉
谢德丽
赵兴蓉
刘超日
李新渠
简朋朋

孙艳
陈伟
吴学科
任行涛
马晓山
戴晚希
董世政
张琼英
郑洛荣
王龙
李小慧
郭彬

金奎
吕自刚
吴俊
刘世成
任行我
盛芝玲
王成伟
郑伟艳
楚少虎
杜峰
曾晶
程德红

411527198702289023
411527198906172775
411527197907155286
411527198910130068
413022196607079013
413022197311022784
411527198405241023
411527199310061526
411527199212158017
411527198106274511
41302619820105091X
411527199202040410

92582.09
44995.36
30139.99
24344.68
99905.95
68919.79
49992.13
49772.36
47993.59
44282.78
39999.75
39887.65

411527199208040016
411527197708010519
411527198705067012
41152719770407251X
411527198910230050
413022197506170023
411527198902121030
41272719831119511X
411527198708102055
413022198008206518
411527198701126513
413024198312106047

39778.11
21395.94
38995.5
36299.45
34941.38
34552.55
2635
34067.39
34039.21
33617.66
33449.1
33414.75

413022196904128627
411527198801104514
411527196604112030
411527199005230514
413022197703180036
430626197807296112
413026198507076012
413022197304188540
413022196904214605
411527198807101533
411522198906156925
411527199106211515

32963.85
32727.54
30000
29960.61
29884.77
29773.85
29071.59
28978.09
28901.76
28240.55
24442.68
27843.57

411527198812050072
411527196809200077
411527196502109041
411527197212150155
41302119671007103X
411527197306040416
413022197601236035
413021197701014249
533123197202100121
413022196107055250
411528196808083311
411527199102022514

26831.6
26600.79
19474.88
26378
24942.51
24662.71
24629.12
24593.78
24389.61
23951.59
22574.45
97869.65

姓名 身份证号 本金（元） 姓名 身份证号 本金（元） 姓名 身份证号 本金（元） 姓名 身份证号 本金（元）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HNZCCS-20210008）

根据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洛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71-56826689

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号河南传媒

大厦26层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379-63200993

住所地：洛阳市洛阳新区开元大道与通济街交叉口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0年11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

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

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

规的规定计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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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

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

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利息 垫付费用 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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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钰泰置业有限公司

灵宝市怀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发展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敏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金诺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千年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万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洛阳市海龙精铸有限公司

河南美森铝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启程轮胎有限公司

信阳源泰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

洛阳华高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荣诚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市顺隆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鼎润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巨世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51,992,100.00

20,000,000.00

19,900,000.00

15,889,450.00

16,936,694.70

19,700,000.00

9,899,990.00

9,940,000.00

9,890,000.00

17,500,000.00

14,969,999.01

8,649,998.49

20,000,000.00

19,959,622.95

15,848,477.15

24,012,275.91

21,846,790.36

20,000,000.00

14,265,382.92

1,021,338.43

2,015,050.26

1,245,822.37

701,851.71

1,951,710.40

1,332,375.28

154,071.51

7,912,565.57

3,863,064.44

690,726.11

399,116.92

15,451,156.14

3,393,503.03

3,987,514.90

10,621,467.82

6,294,685.16

1,902,862.84

72,900.00

88,687.00

56,949.68

592,852.00

189,914.00

140,800.00

214,372.00

333,886.00

174,300.00

洛阳星辰置业有限公司、洛阳市祥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杨晓甫、李爱芝、杨国普、洛阳市钰泰置业有限公司

青海都兰灵德矿业有限公司、天水鼎隆矿业有限公司、杨怀义、薛杨阳、灵宝市怀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发展置业有限公司、新乡发展三江置业有限公司、高胜伟

河南敏达置业有限公司、孙启敏、王爱连、孙伟佳、李昂、河南中强房地产有限公司

淅川县银龙水电有限公司、淅川县奇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淅川县玉典化冶有限责任公司、赵玉典、王桂娥

刘朝轩,戚松平,洛阳金诺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洛阳高新开发区担保中心有限公司、洛阳金诺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市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洛阳天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洛阳同欣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潘秀峰、狄建西、于汝屏、蒋卫林、吕敏

洛阳市诺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洛阳瑞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三秦印务有限公司、武历进、武步才、武勇超、张从琼、谷加立、马红敏

洛阳标新铝业有限公司、偃师市益华铸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洛阳市伊滨区益华铸钢有限公司）、常海龙、常可卫、常润芳、杨殿勋、常维昌、李振献、冯朝红

河南美森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新太阳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信阳依云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姜国立、黄伟、余桂兰、张筠

信阳源泰实业有限公司；陶建新、徐万德

信阳市启程轮胎有限公司；陶建新、徐万德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晋备战，晋亮亮，冯俊飞，王咪婷，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跃彬、袁小霞，伊川县恒泰国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

晋爵,曹慧芳, 魏志乐，杨明学,柴孟慧,洛阳翰昌服饰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洛阳中航瑞赛置业有限公司、洛阳健德诚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王六生、黄剑、李曼、李加

洛阳中航瑞赛置业有限公司,王六生,黄剑

洛阳红石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耀森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伟木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伯尼特食品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洛阳金牡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小凤、刘会卿、洛要森、曹杏根、郑素云、李宏强、朱争旭、洛阳鼎润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金瑞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