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丘县公安局民警以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契机，

近日深入黄河滩区，向群众宣讲生态
保护知识，号召警民联动共同维护好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
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进昌摄影报道

本报讯 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防范
意识，预防和减少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的发生，连日来，南乐县公安局千口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
深入辖区开展关于打击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千口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单位、企业、工地、村
庄，通过开展座谈会、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
解、摆放展板等形式进行宣传，向辖区群众详细讲解了境外
赌场、赌博网站、电信诈骗的种类、特点、作案手段及如何预
防等相关常识，提醒群众不要将银行卡号、身份证等个人信
息透露给别人，并告知群众如遇可疑情况，要拨打报警电话
求助，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王淑敏）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债权的
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体资产组包处
置，也有可能分拆组包或单户处置。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
资产的详细情况请与以下交易联系人接洽查询。如有购买
意向，按照我公司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并与我公司签订相关保
密协议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次债权的交易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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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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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

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联 系 人：张先生 0391—3121221

通信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建设东路86号焦作市财政局综

合楼第三层西侧 邮编：45001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0391-312123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对河南锦绣云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原中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

所持有的河南锦绣云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进行
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涉及本金及利息等相关权益截止至2018

年8月20 日(基准日)，债权本金为人民币888.02万元，利息
为人民币 102.81万元，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990.83万元。债
权项目分布在河南省焦作市。

资产明细表如下：

债务人
合同
本金

本金
余额

本息
合计

垫付
费用

债务人
现状

担保
方式

保证人+抵押物

河南锦绣云台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1000 888.02 102.81 990.83 7.997 破产 保证

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李鲁胜、崔小花

利息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报讯“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灵宝市公安局以“起步就是
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精神状态，
凝心聚智、精准发力，以“四个聚焦”
为抓手，全力筑牢金城灵宝社会治
安坚强防线。

聚焦“治安管理”，严密社会面巡
逻防控。该局持续开展“警灯闪烁”，
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上街面，出动警
力 800 余人次，清查娱乐场所、物流
寄递业、旅馆业、内部单位 1000 余
家，排查整改治安隐患 280余起。

聚焦“交通安全”，严防重特大

交通事故发生。该局组织交通安全
整治百日会战，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1.9万余起。

聚焦“矛盾排查”，构建联防联
控网格化。该局构建了“以公安局
牵头、乡镇政府和派出所负责、警务
室民警布建经营、辅警和治安信息
员广泛参与”的四级治安防控信息
网络，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630 余
起，化解率 99.7%。

聚焦“打击主业”，持续提升群
众安全感。各警种协同作战，追捕
在逃人员、扫黄禁赌、缉枪治爆、食

药环等领域工作有力有效，侦破刑
事、治安案件 220 余起。2020 年 12
月底，灵宝市公安局川口派出所接
到王某报警称被他人冒充“领导”诈
骗 18万元。川口派出所与市公安局

“反诈中心”民警通宵达旦、抽丝剥
茧，逐一对比分析每笔款项动态，最
终锁定嫌疑账户，并辗转江浙一带，
将被骗资金悉数追回。2021 年 1 月
5 日，王某领到返还的 18 万元现金，
向市公安局送上一面写着“雷霆出
击，破案神速”字样的锦旗表示感
谢。 （赵保卫 王歌佳）

本报讯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中，孟州市公安局通过视频侦查、摸
排走访，成功侦破系列盗窃自行车、
电动车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自
2020 年 12 月中旬以来，孟州市区连
续发生 7 起自行车、电动车被盗案
件，社会影响恶劣。案件发生后，该
局刑侦大队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全力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侦查过程中，民
警根据案发现场附近监控发现被盗
车辆，通过技术比对，迅速锁定有前
科人员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2020
年12月29日，侦查民警通过布控，在
长店村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并成
功追回被盗车4辆。经讯问，犯罪嫌
疑人张某对多次盗窃电动车、自行车
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
疑人张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马琳娜）

程志达是安阳市公安局高新分
局治安巡防大队的一名民警，2005
年10月从部队转业入警，一直工作
在基层一线。提起他，身边的同事
都竖起大拇指：“他从来都是笑呵呵
的，似乎没有什么烦心事，不管领导
安排什么任务都欣然接受，是领导
和同事眼中的‘老黄牛’。”

2020年9月，程志达远赴广东
参与侦破一起特大销售假烟案，他
和同事负责抓捕一名重要嫌疑人
唐某。他冒着暴雨连续跟踪了唐

某三天三夜，掌握了唐某的仓库位
置及其通过 11条物流专线将假烟
发往全国各地的作案事实，并在唐
某与买家交易时成功将两人抓获，
当场查扣一卡车假烟，为案件侦破
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0 年，在办理张某系列盗
窃电动三轮车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张某系“三进宫”的老手，到案后心
理防线极难突破。面对困难，程志
达没有半点儿退缩，主动想办法，
了解张某的家庭、工作、生活等各

类信息，结合预审专家讲授的审讯
技巧，最终摸到张某的“痛点”，使
其心理防线全面崩溃，交代了6起
盗窃电动三轮车案。案件侦破后，
程志达趁热打铁，连夜追赃，成功
将被盗电动三轮车追回。

在“雷霆 8号”行动中，程志达
在 3 个月内先后侦破刑事案件 10
余起，刑拘 5 人，为群众追回被盗
电动三轮车7辆、山地自行车1辆、
手机 1部，为群众挽回损失 8万余
元。 （齐凡）

各位债权人：

2020年6月20日济源市人民

法院作出（2014）济法强清（算）字

第2-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

《济源市金丰源铸造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之规定，清算组将严格按照《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执行，预计15天执

行完毕。

特此公告。

济源市金丰源铸造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21年1月25日

公 告

本报讯 1月 21日，郑州市火车站
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全体党员到二七纪
念塔举行“牢记训词嘱托、传承革命精
神”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高唱《国际歌》，
重温入党誓词。大队领导代表全体党
员向烈士们敬献了花圈，全体党员庄
严肃立，向舍生取义、浩气长存的英烈
默哀致敬。最后，教导员陈亚光说：

“全体党员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工作作风，为应
急救援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活动
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参观
了二七纪念堂，近距离感受革命前辈
对党绝对忠诚的信念。

全体党员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为指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消防救援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 （孟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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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一线扎根基层的“老黄牛”

本报讯 日前，潘某福驾驶所属驻
马店市凯悦汽车运输公司的豫Q××××
8号重型货车，在舞钢市武功至出山公
路武功岗王村路段与樊某驾驶的两轮
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樊某死亡。

为进一步强化源头管控，筑牢安全
防线，舞钢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车
辆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迅速
启动事故深度调查机制；抽调民警对车
辆所属运输公司的日常监督、安全教
育、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详细调查；对
运输企业在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
漏洞，提出了整改建议，并抄告当地监
管主体单位。目前，事故深度调查工作
仍在开展中，完成全部调查工作后，将
依法追究相关单位、人员的法律责任。

（李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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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交警强化源头管控

郑州市火车站消防救援大队

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牢记训词嘱托

孟州警方
侦破系列盗车案

灵宝公安 守护平安筑牢社会治安坚强防线

南乐县公安局千口派出所

加大宣传力度
全力打击跨境网络赌博

民警程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