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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1 日 11 时 30 分许，漯河市公安局沙澧
分局政委翟跃军到沙澧景区巡查安保工作时，发现一辆
白色小轿车突然停靠在东侧桥面的道路上，一名女孩下
车后直接冲向大桥的护栏。凭着警察的职业敏感性，翟
跃军感觉事情有蹊跷，立即停下了脚步。说时迟，那时
快，女孩蹬上桥栏杆就向桥下翻，部分身体已经翻出桥
栏杆。一中年女子从车后座冲出来大喊“救命”，并上前
去拉女孩。
眼看女孩将要坠桥，情况十分危急，翟跃军穿过近
30 米宽的桥面，跨越道路中间约 80 厘米高、1 米宽的隔
离带，迅速从桥西侧道路上冲向东侧桥栏杆上的女孩，
一把将其抓住，成功救了下来。据监控录像显示，从发
现异常到将女孩救下，
他仅用了 8 秒钟。
女孩被救下后，情绪比较激动，一直不断反抗，想挣
脱翟跃军的手。翟跃军担心女孩再次翻越护栏跳河，用
双手牢牢地抓住女孩的胳膊，耐心劝导。此时，路过此
处的热心市民也上前劝女孩要珍爱生命。
原来，女孩在驾车途中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气之下
欲跳河轻生。在翟跃军等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女孩的
情绪慢慢稳定下来，表示不会再做傻事，翟跃军这才让
女孩驾车带着母亲离开现场。
（殷广华）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通知）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送达公告

根据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夏邑县
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签署《债权转让
合同》，转让方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四季蔬菜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良贷款债权资产（包括对应的抵押权、保证
等）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债权信息如下：
单位：元

根据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夏邑县
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签署《债权转让
合同》，转让方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商丘市恒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不良贷款债权资产（包括对应的抵押权、保证等）依法转让给受让
方。债权信息如下：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债务人名称

南阳佳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受理你单位
职工封中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
（国务院第 586 号令）第十九条和
《工伤认定办法》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第 8 号令）第十七条关于“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
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现本局公告送达，如逾期不举证或举证
不能，本机关可以根据受伤职工提供的
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本工伤认定举证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
0377-65330059 特此公告
内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本金
（元）

商丘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
四季蔬菜种植
农 民 专 业 合 6000000.00
作社济技术
开发区供水
有限公司

利息

以实际
为准

担保方式

担保人情况

单 春 荣 、单 友 华 、
王磊提供个人连
保证、 带责任保证；商丘
东航电子产品有
抵押
限公司提供土地
使用权抵押担保。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视为债权转让事宜已通知债务人（包括主债
务人、保证人、抵押人），请债务人依法向受让人夏邑县安泰置业有限
公司清偿债务。
联系人：胡永峰 13803976707 联系地址：商丘市凯旋路 145 号
特此公告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本金
（元）

商丘市恒锐
汽 车 销 售 服 8475000.00
务有限公司

利息

以实际
为准

担保方式

担保人情况

抵押

商丘市三和化工
有限公司名下国
有土地使用权为
借款人提供抵押
担保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视为债权转让事宜已通知债务人（包括主债
务人、保证人、抵押人），请债务人依法向受让人夏邑县安泰置业有限
公司清偿债务。
联系人：胡永峰 13803976707 联系地址：商丘市凯旋路 145 号
特此公告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八秒钟营救轻生女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李
海昀）11 月 18 日，巩义市西村镇某村一头牛受
惊，
撞伤主人后在村里狂奔乱窜，
很是危险，
巩义
市公安局西村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出动，
果断
开枪将
“疯牛”
击毙，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当天 17 时许，该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西村
镇康某家中饲养的一头牛受惊，接连撞伤家中
两人，目前在村里乱窜，非常危险。为防止“疯
牛”再度伤人，赶赴现场的民警试图靠近控制
“疯牛”，但由于其体形硕大，多人围堵仍无法将
其控制。随后，民警多人合力将其驱赶至村中
空旷的树林里。
“疯牛”在树林里情绪暴躁，多次
作出攻击动作。担心它再次伤人，牛的主人康
某求助民警将牛击毙。
民警一边疏散周边群众，一边请求支援。
待支援民警到达现场后，
“疯牛”正藏身于道路
边的树木丛中。为确保安全，民警拉起安全警
戒线，并根据现场地形制订详细计划，不断寻找
最佳射击位置及时机。终于，在“疯牛”稍作停
顿时，民警果断开枪，受伤后的“疯牛”并未丧失
攻击能力，疯狂逃窜。随即，民警又在一空旷麦
地里寻找到有利射击位置，在确保绝对安全的
条件下，再次果断开枪击毙了这头“疯牛”，现场
无人伤亡。

护送迷路老人回家

击毙﹃疯牛﹄保民安

练就十八般武艺 只为守护你

上门立案暖人心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
讯员 王洪召 代文官）
“感谢法官，特地上门为我
立案，真的太谢谢了！”11 月 19 日上午，渑池县
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前往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刘
某某家中，提供上门立案服务。
6 月 30 日 17 时 45 分，被告张某某驾驶重型
半挂牵引车，在渑池县果园乡南平村路口处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刘某某受伤、王某某当场死
亡。因为刘某某在事故中受伤严重，截至目前，
原告刘某某因治疗花费医疗费 30 万元左右，刘
某某的父亲在交通事故中也受重伤。
渑池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从刘某
某诉讼代理人处获悉相关案情后，便主动上门
核实案件相关情况，并向刘某某详细介绍了案
件的诉讼流程，让行动不便的刘某某足不出户
就完成了立案，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目前，该案已经成功立案，承办法官还为该
案办理了缓交诉讼费用，最大限度方便当事人，
减少当事人诉累。

本 报 商 丘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何 永 刚 通 讯
员 李健全）
“这是小事不值得一提，人民警察就是为
群众服务的，群众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忙到底。”商
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前进中队交警吴勤益
对赵国昌老人说。
11 月 19 日 14 时 23 分，91 岁的赵国昌老人外出
看牙时意外迷路，当时吴勤益正在凯旋路商丘市实
验中学（高中部）指挥交通。发现老人步履蹒跚地
推着一辆四轮小推车试图到马路对面，过往车辆纷
纷避让，吴勤益立即指挥车辆停车礼让，并将老人
搀扶到路边。
经过询问得知，原来老人要去凯旋路一牙医诊
所看牙，由于记不清具体位置，老人走走停停就迷
路了。得知这一情况后，吴勤益将老人搀扶到警车
上，并根据老人提供的家庭住址送老人回家。当走
到神火大道与文化路附近的馨苑小区时，老人突然
喊着：
“小同志快停车，就是这个小区。”经与老人交
谈了解到，老人的老伴和儿子均不在该小区，吴勤
益不放心老人自己回家，就搀扶着老人下车，并将
其送到家中。
临走时，吴勤益耐心嘱咐老人不要独自外出，
遇到困难要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处理决定书
郾人社列决〔2021〕003 号
被列入单位：漯河市郾城区立莱足
浴养生店
社会信用代码：92411103MA471F
9556
法定代表人：王晓旭
违法事实：经查，你单位存在拖欠
17 名农民工 68701 元工资的违法行为
且未履行《劳动保障限期整改指令书》
（郾人社监令字[2021]第 022 号和郾人
社监令字[2021]第 028 号）。根据《拖欠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决
定将你单位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列入期限为 1 年，列入时间为登报
之日起。
漯河市郾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