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栾川清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9日，你公司与栾川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现更名为“洛阳新唐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栾川文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以下简称“建行洛阳分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栾川

文旅委托建行洛阳分行向你公司发放借款400万元，借款期

限自2017年9月29日至2018年9月28日。《委托贷款合同》

签订当日，栾川文旅遂通过对公账户将该笔款项转入你公

司41050368740800000019的账户。

现借款期限早已届满，但你公司并未按照相关合同的

约定偿还该笔借款，栾川文旅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于2019

年4月1日将对你公司该笔债权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

给了洛阳旅游发展集团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发

项管公司”），你公司尚欠栾川文旅的本金及利息，由你公司

直接向旅发项管公司清偿。

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我司此前已多次邮寄《债权转让告知函》

至贵公司，现再次郑重向你公司进行告知。

望收悉！

债权人：洛阳新唐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日

债 权 转 让 告 知 函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平

阳子润八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将对

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平阳子润八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现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请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自即日起，

依照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向平阳子润八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及担保责任。受让人

联系方式：13588402626

借 款 人 ：崔 麒 、巴 陆 军 ，合 同 编 号 ：

LN3001201906869766，借款本金：797000元，利罚息：

90595.82元。担保人：崔麒。

借款人：李海霞、李靖远、李二军、刘双平，合同

编号：LN3004201803307280，借款本金：1950000元，

利罚息：398793.58元。担保人：李二军、张霞、河南

洛士达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人：罗泽华、吴博、王文静，合同编号：

LN3013201802504863，借款本金：1780000 元，利罚

息：499436.38元。担保人：罗泽华、吴军生、郑州华

晟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借 款 人 ：王 瑞 洁 ，合 同 编 号 ：

LN3001201906864218，借款本金：3020064.83元，利

罚息：246074.06元。担保人：王瑞洁。

注：上述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月25日未偿

还的本金、利息、罚息及费用（如有）。

特此公告、通知(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等，以实际

合同及债权凭证为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平阳子润八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平阳子润八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联合公告、通知

周 超 超（身 份 证 号 ：4209221985****
3811）：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驻人社监察催
字【2021】第4号催告书。内容如下：你拖
欠工资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根据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催告如下：1.支付邵正学、周国新、袁朝军
等5名工人工资伍万贰仟玖佰元；2.加付
邵正学、周国新、袁朝军等5名工人赔偿
金贰万陆仟肆佰伍拾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对履行该
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送达之日起
10日以内向我局提出。如无正当理由，逾
期仍不履行该义务，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日

公 告

本报讯 连日来，正值元宵赏灯期
间，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防火形势
依然严峻。近日，嵩县公安局森林警察
大队查处一起野外违规用火案，犯罪嫌
疑人李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2月 19日 12时，嵩县黄庄乡蛮子营
村上场林坡发生火情。接到报警后，嵩
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立即组织民警
奔赴现场参与扑救，并对着火原因展开
调查。经查，2 月 19 日上午，黄庄乡蛮
子营村村民李某在自家地里种柴胡时，

用携带的打火机点燃地边的杂草，引发
林坡失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嵩县公安
局森林警察大队依法对李某进行刑事
拘留。

在此，公安民警提醒：当气温升高
时极易发生森林火灾，广大群众一定要
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政府关于实施
野外禁火的命令，严禁野外用火。野外
用火行为不管有无引发山火，一经查
实，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

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
不姑息。违规野外用火，一旦
引发山火，必将造成林业资源
和环境的极大破坏。广大群众
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的有关规
定增强防火意识，自觉杜绝一切
野外用火行为，共同守护绿色家
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
防火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让
我 们 携 手 共 同 爱 护 绿 色 家 园 。

（胡晓 杨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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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
波 通讯员 左忠红）2020年底，郑州
市公安局管城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在
工作中获知线索，有人使用假冒汽
车玻璃技术，在郑州市城郊接合部
租用门店及仓库大量生产、销售假
冒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玻璃。

经调查发现，2019 年以来，受
利益驱使的嫌疑人张某省、张某豪
父子学习假冒汽车玻璃打码技术，
并从玻璃厂家批量购进不带商标
的汽车玻璃放进租用的仓库，进价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使用汽车
玻璃打码设备在玻璃上打上知名
汽车品牌商标加价卖给汽修厂、专
卖汽车玻璃的下线，下线再将价格
翻倍卖给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普
通车玻璃打上名车车标，经过包装
后身价翻几倍甚至几十倍，混入销
售市场扰乱了市场秩序。

2020年 12月，管城分局办案民
警在新郑市龙湖镇及华南城附近查

获张某豪等人用于储存假冒注册商
标汽车玻璃仓库和门店 5 处，查扣
假冒注册商标的汽车玻璃 1228块，
冒用的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商标
10 余个，玻璃激光打标电脑一台、
打标机一部，涉案金额百万元。

经过突审，嫌疑人供述，在郑州
北环某国际车城开修车店的苌某，
自 2020 年年初开始从其店里购买
假冒注册商标的汽车玻璃。民警立
即前往该车城，经过摸排蹲守，最终
将犯罪嫌疑人苌某、苏某抓获，并当
场在其门店内查扣涉嫌假冒商标的
汽车玻璃215块，涉及8家国内外知
名汽车品牌注册商标。其中从张某
豪处购买用于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
的汽车玻璃仅剩 60余块，其余的均

已被销售，销售额20余万元。
根 据 专 案 民 警 调 查 ：

2019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
省、张某豪父子两人使用自购
的设备，冒用国内外知名汽车
品牌汽车厂商的注册商标，雇员
工李某柯、边某豪、何某元3人为
其打工进行销售、安装，张某豪向
下家苌某、苏某夫妻二人的汽车
玻璃门店供货销售假冒玻璃，同
时向郑州及许昌、周口等省内其他
省辖市非法制造销售假冒汽车玻
璃数十万元。

目前，嫌疑人张某豪等7人均
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被
管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办理中。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
书锋朱广亚通讯员朱亚南赵凯娜）安
阳一女子张某网上聊天时，邂逅一位自
称是“富二代”的网友，在虚荣心的驱使
下，她将自己包装成一名“白富美”，谎
称自己在北京做生意。双方都以为自
己遇到了“贵人”，便相约在安阳某洗浴
中心见面。让张某没想到的是，当她洗
浴后回到房间时，却发现“富二代”不见
了，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自己的手机。

近日，安阳市公安局龙安分局民
警接到张某报警后，马上展开细致入
微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
由于双方相识时间很短，张某对“富二
代”的真实姓名、具体身份、住址、联系
方式等均一无所知，无法提供任何有
价值的信息，一度给案件侦破带来困
难。为及时阻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民警迅速调取洗浴中心及附近监控，
经过大量比对、分析、研判，在该分局

网安大队和合成作战大队民警
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齐某。

经审讯，齐某称因为张某自
称是在北京做大生意的，他以为
自己遇上了“白富美”，遂产生了
与张某见面并盗窃其财物的想法，
于是约其在洗浴中心见面，并趁其
洗浴时实施了盗窃，齐某对自己的
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打掉非法制造销售假冒汽车玻璃团伙

涉案金额百万元

假“白富美”遇上真骗子

嵩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严查野外违规用火行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东
街派出所以“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
治警”教育整顿为牵引，全力推进“扫
黑除恶”、防范电信诈骗和防范跨境
赌博工作深入开展。图为，该所近日
召开“向群众报告 向群众述职”会。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张志辉 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中，封丘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循
线追踪，连续 5 天摸排蹲守，
于近日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小
区内将一名涉嫌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抓获，并刑事拘留。
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近日，喜降瑞雪，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以“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动力，组织队
员一大早在县城大街清理积雪。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摄影报道

刑拘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