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反诈抵制赌博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跨境网络赌博

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增强群众防范意
识，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新蔡县公
安局西城派出所结合社会治安形势，组
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车站、商场、社区等
人员较多的地方，采取发送宣传材料、剖
析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讲
解防范网络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的方
法，提醒群众自觉抵制网络赌博，积极检
举揭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李风月）

部署警力保障通行

本报讯 春节期间，汝阳县交警大队
针对旅游景点周边交通堵塞现象，及时
抽调警力部署在杜康造酒遗址公园、恐
龙地质博物馆、前坪水库等地，为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提供交通
安全保障。 （张磊谷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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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公告
杨家刚、张勤、信阳祥昇船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

分行与李永琳于2021年2月3日签订

编号ZYXYFH202102001《债权转让协

议》的约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阳分行将中原银（信阳）经营字2016第

30035号及中原银（信阳）经营字2019

第300017号《个人借款合同》项下所享

有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李永琳，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其他权利也一并转

让。请杨家刚、张勤、信阳祥昇船务有

限公司向李永琳履行还款义务，并对债

权转让中需要办理变更抵押登记等手

续的工作予以配合。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2021年2月2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和国家生态环保部令【第4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
要求，现将我公司年产10万吨/年PBT
系列产品项目环评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我公司拟投资43000万元在三门

峡市义马市煤化工产业集聚区现有厂
区内进行10万吨/年PBT系列产品项
目的建设。本项目新建一套生产线进
行 PBT、PBS、PBAT 三种产品的生
产，设计生产规模为 5.6 万 t/aPBT、
3.4万 t/aPBAT、1万 t/aPBS。本项目
以丁二酸、己二酸、1,4丁二醇、对苯二
甲酸等为原料，经过酯化、聚合反应得
到PBT、PBS、PBAT产品。根据《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该项
目属于鼓励类，该项目已备案（备案代
码2020-411281-26-03-094421）。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从网站（http://hbj.yima.

gov.cn/）或到我公司查阅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上查阅期限为
2021年2月22日至2021年2月26日。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受本项目影响的公众、企业和社

会团体。
四、公众意见表的链接
公众意见表下载网址：hhttp://hbj.

yima.gov.cn/
五、公众提议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电子

邮件或者直接送至我单位等方式，在
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
交至我单位，感谢你的参与。

我单位具体联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
名称：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联系
人：李工

联系电话：0398-2219112 电子
邮箱：13525851490 @163.com

通信地址：三门峡市义马市煤化
工产业集聚区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至报告书审批前。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0万吨/年PBT系列产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2月20日，大年初九，阳光明媚，郑
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巡特警在绿城广
场开展徒步巡逻，守护群众平安。

马书华 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新蔡县
公安局李桥派出所充分发挥“一村一
警”作用，组织民警深入村庄农户、田间
地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受到群众支
持与好评。李青山胡明亮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封丘
县公安局政委段广彬与辖区派出所民
警一道巡逻，为群众站好岗、执好勤。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在商丘市白云街道前
程社区，有一位民警经常被社区群
众夸在嘴边。他常年一身警服，骑
着电动车，手提警务工作包，走街
串巷，平易近人；他扶危济困，急群
众所急，有求必应；他抓治安巡逻，
是辖区群众的“平安守护者”。他
就是商丘市公安局白云派出所前
程社区警务室警长贾明华。

贾明华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先后在刑侦、治安、社区基层一线
岗位工作。从警 20 多年来，他带
着对公安工作的热爱辛勤耕耘。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脱下戎装换上警服，贾明华对群众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走访中

得知，辖区居民孟小民身患重病行
动不便，母亲 80多岁双目失明，长
期卧床不能自理，家中破旧不堪。
他立即将情况反映给居委会，帮助
孟小民修缮房屋，并亲自对其进行
对口帮扶。多年来，在他的影响
下，周边居民也纷纷加入到帮扶孟
小民的工作中。小区群众纷纷反
映说：“我们小区不光安全，还充满
了正能量。”

贾明华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
工作目标，从点滴入手，做细社区警
务工作。在前程社区，居民早已形
成了有事先找贾警官的习惯。贾明
华的手机每天接到的电话大多数是
居民打来的。他把自己当成“消防

栓”“灭火器”，用心为居民创造和谐
安宁的生活环境。辖区一店铺店主
与楼上居民因噪音产生纠纷，三天
两头争吵，他立即登门将双方请到
警务室进行调解。在他的耐心劝说
下，矛盾双方握手言和。

搞好社区治安防范是社区民警
的一项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工作，贾明
华始终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作为工作目标。“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他与街道社区干警
一起排查辖区消防隐患，在人员密集
场所向群众发放宣传单，在交通路口
张贴宣传挂图，利用手机微信播发消
防安全和防骗、反恐等知识，切实守
护了一方平安。 （王飞）

本报漯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
华 通讯员 程传勇 冀永杰）为增强辖区
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守住群
众的“钱袋子”，近日，漯河市公安局郾
城分局商桥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扎
实开展“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主题
宣传活动。

迅速行动，全面部署。该所全警
动员、全员参与、全面推进，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电信诈骗防范宣传工
作；结合辖区实际，制订工作方案，细
化工作措施；明确包片负责制，切实做
到宣传防范工作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组织民警深入街道、社区，发动街道、
社区群众积极参与，确保宣传全覆盖。

强化阵地，筑牢“防火墙”。该所组
织民警制作宣传横幅、海报、手册、警示
贴等，在各银行网点、农贸市场、商铺等
人员密集场所悬挂、张贴、发放，让群众
真正看得见、记得清、防得住。

立体式预警。线下，通过 LED 显
示屏在人员密集区域滚动播放反诈标
语；线上，通过手机微信群、朋友圈及
时推送反诈资讯，最大限度让群众了
解电信诈骗，提高辨识能力和防范能
力。

零距离宣讲。该所组织警力深入
辖区学校、企业设立宣讲展台、分发宣
传手册，通过面对面开展现场宣讲的方
式为群众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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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民警贾明华

辖区群众的“平安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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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永安纺织有限公司、商丘诚信中小企
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夏邑县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杨华、张勉、郭春生、杨
敏、李程、张全法、包云、包明明、李二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
关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赵传喜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借款合同中
原银（商丘）流贷字2018第590033号、
中原银（商丘）流贷字2018第 590015
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形
成的对河南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
1640万元（截至2020年10月15日）转
让给赵传喜，与上述转让债权相关的担
保权利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你们作
为上述债务的借款人和保证人，现我行
发出债权转让公告，请你们立即向赵传
喜履行偿还义务，本债权转让公告未经
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2021年2月23日

债权转让公告

本报讯 春节前夕，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梅园庄派出所所长王鹏收到了鹤
壁市市民李先生和赵先生送来的一份节
日暖心礼物，一面鲜红的锦旗和一封充
满深情的感谢信。

事情起因还要追溯到 2009 年，李先
生和赵先生合资购买了一台价值34万元
的挖掘机，于8月份出租给石某。石某与
孙某共同承揽运送砂石业务，两人发生纠
纷后，孙某便强行扣押挖掘机，并进行了
多次转移和抵押，最后挖掘机丢失。李先
生和赵先生多次向孙某和石某索要，两人
均以各种理由敷衍了事。2018 年，该线
索移交至殷蒙派出所案件大队，由时任教
导员的王鹏主办。王鹏历经1年10个月，
辗转多地，寻找到证人 14名；收集证据，
锁牢证据链，在2019年11月底，将孙某在
石家庄抓获。2021年1月，法院对孙某作
出判决，判决其与他人纠纷强行扣押被害
人财物，致使被害人财物丢失，破坏社会
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春节前夕，李先生收到了法院的判
决书，为表达感激之情，特意向王鹏送去
了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信中字里行
间满是感激之情、赞许之意。送一封满
怀真情的感谢信、一面充满感激的锦旗，
群众以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方式，向办案
民警表达内心由衷的谢意。

（曲如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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