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

昌分行与陈晓微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ZYXCZXED202101001的《债权转让

协议》的约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许昌分行将对依据与宣全力、裴书

梅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人民币

借款展期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中

原银（许昌）经营字2016第 020145

号、中原银（许昌）经营展字2016第

020145号项下所享有的贷款债权，依

法转让给陈晓微，与此转让债权相关

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宣全力、

裴书梅、刘和平、程全根、程勇向陈晓

微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公告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分行

2021年2月9日

债权转让公告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
杰 通讯员 赵毅思）2月 3日，春节将
至，“平安守护”专项行动进入决战
决胜阶段，河南省公安厅第一工程
公安局第一分局主要领导挂帅，带
领分局机关及派出所民警赶赴管内
上罗高速 7 标项目工地，积极开展

“当一天工地警务室民警”活动，以
实际行动和较好成效维护工地平安
和企业群众安全，示范引领和强力
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上罗高速 7标项目工地警务工

作站是公安局警务机制改革后成立
的首个警务工作站。该分局“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一行，深入
该警务工作站走访慰问，全面了解
情况。“当一天工地警务室民警”活
动正式开始后，小组成员着装整齐、
装备完备，与警务工作站民警一同
到 7标项目近 20公里的沿线施工工
地开展安全检查，现场排查出淮河
桥护栏断裂安全隐患，当场带领安
质部门人员立即整改到位；到施工
人员宿舍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加强

务工人员安全用电管理和自身安全
防护，增强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到
制梁场和拌和站进行夜巡夜查，强
化社会面治安防控工作，积极营造
打击犯罪、净化环境、守护平安的浓
厚氛围；到驻地派出所和群众家中
交流走访，了解掌握当前治安状况
和当地民情，拉近与当地公安机关
和人民群众距离，最大可能地取得
他们的理解支持，为共同做好国家
重点工程建设保障工作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

舞钢交警持续开展事故深度调查

本报讯 1月15日15时30分许，
李某东驾驶西平县新鸿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所属的豫 QH×××5 号重型
半挂货车在舞钢市建设路与杨八路
交叉口与陈某峰驾驶的豫D6×××L
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车辆损
坏、豫D6×××L小型普通客车驾驶
人陈某峰死亡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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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案，抽调民警对车辆所属运输公
司日常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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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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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迎新春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期，内乡县司法局组
织开展了“迎新春法治宣传活动”，
在全县开展宪法、民法典及反恐、维
稳、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在湍东、
灌涨、赵店 3个乡镇开展了“爱路护
路保畅通”活动；通过悬挂横幅、书
写标语，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为群
众 提 供 众 多 的 法 律 知 识 宣 传 。

（张成念）

“四送”关爱服务树立文明单位形象

本报讯 近日，商丘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税务局干部职工深入
定点帮扶村刘庄村、柴楼村走访慰
问了留守儿童，积极开展“把爱带
回家”2021 年寒假儿童关爱服务

“四送”活动，为他们送去了书包、
文具等学习用品，为困难儿童带去
党和政府的关爱，在广大群众中树
立了省级文明单位形象。慰问期
间，该局干部职工详细询问了解孩
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
树立远大的理想，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正
视人生困难，勇于挑战命运，好好
学习，长大后为建设家乡、服务人
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孙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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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情元（身份证号：412829199

109028417）、郑林（身份证号：

41282919880216843X）：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史情元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们

送达（2020）驻仲裁字第0834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贺欢迎（身份证号：412829197

011256455）、贺卫东（身份证

号：412829196911086418）、

贺现文（身份证号：412829196

210116450）：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贺欢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们

送达（2019）驻仲裁字第7152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王晓（身份证号：4113291980

02164723）、黄建军（身份证

号：412829198007034811）、

熊忠超（身份证号：412829196

311040010）：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王晓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们送

达（2019）驻仲裁字第7171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李涛（身份证号：4128291980

06168455）、丁四凤（身份证

号：342201198003198520）：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李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们送

达（2020）驻仲裁字第0835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赵志强（身份证号：412829197

705140473）：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王丽新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送

达（2019）驻仲裁字第7129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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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公安厅第一工程公安局第一分局组织开展“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

领导带头 当一天工地警务室民警

舞钢警方 抓获用假古董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

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劝投工作成效显著

5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本报讯“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
铜冶派出所、北蒙派出所结合时间
节点开展对在逃人员的集中劝投
工作，连日来，5名犯罪嫌疑人相继
向公安机关自首。

劝投工作中，民警走进辖区街
道、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劝投
宣传资料，同时根据在逃人员名
单，主动前往在逃人员家中，向在
逃人员家属详细讲解主动投案自
首的法律政策，投案自首的方式、

期限、认定条件等，鼓励在逃人员
家属积极协助规劝在逃人员早日
投案自首。

铜冶派出所针对侦破的“程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未到
案的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开展劝投、
劝返工作。在民警的多方工作下，
1 月 31 日，4 名在逃人员到派出所
投案自首。北蒙派出所民警对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嫌疑人王某
家属进行 10 余次反复教育劝说。
1 月 18 日，民警再次到王某家中开

展劝说工作，告知其父母，王某作
为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无法正常
工作，生活上也会极其困难，现在
各种技术发达，法网恢恢，疏而不
漏，一直在外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在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政策法规
宣传后，王某于 1 月 20 日到派出所
主动投案。

集中劝投工作，对及时发现在
逃人员和威慑违法犯罪起到了积
极作用，为创建平安稳定和谐的辖
区环境夯实了基础。（曲如彦）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朱莉娜李铁昂）伪
装成工地“农民工”，自称在工地挖出

“古董”，骗取他人信任，受害人购买
后才发现被骗……近日，舞钢警方经
周密研判、雷霆出击，成功抓获一名
用假古董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

1月21日，舞钢市公安局通过研
判发现，山西警方网上追逃的犯罪嫌
疑人张某可能已潜回老家过年。得
到情报后，尚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
火速赶往张某老家进行摸排。到达

张某老家后，抓捕民警通过细致侦查
摸排发现张某并不在老家居住，后经
侦查发现张某可能住在市区。民警
迅速调整抓捕方案和计划：一方面乔
装成张某亲戚打听张某的落脚地，一
方面安排人员继续在张某老家进行
蹲守。几经周折，通过大量走访、摸
排，侦查民警找到了张某平时驾驶的
轿车，并发现了其在市里的大概居住
地。抓捕民警冒着严寒，通过两天两
夜蹲点守候，终于确定了张某的行动
轨迹和落脚地。经统一部署、雷霆出

击，1月 22日晚，抓捕民警将张某成
功抓获。

经查，2020年 8月至 10月期间，
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犯罪嫌疑人刘
某在山西省阳城县冒充工地农民工，
用假古董骗取受害人原某、于某等人
共计6400元，案发后潜逃，后被山西
省阳城警方上网追逃。经讯问，张某
对其伙同刘某利用假古董诈骗他人
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张某已被移交山西阳城警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