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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思路谋发展。在积极寻找全市公
安工作大发展的突破口上，信阳市公安局
坚持以作风建设为主线，以强基增效为载
体，以规范化管理为支撑，以双督双评为抓
手，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促使全市公安
民警上下同心，公安工作呈现了大跨越、上
台阶的喜人局面。

规范管理树形象。信阳市公安局强化队
伍作风建设，对内务管理强制入轨，确保干警
工作“一物一事有标准、一举一动有规范、一
言一行有章法”，由此带动干警整体工作理念
的更新、作风的转变、形象的提升。

素质强警建队伍。信阳市公安局坚持以
上率下，领导为基层当标杆；出台1号铁律，夯
实思想防线；坚持正风肃纪，筑牢反腐铁壁；
强化能力提升，要求全市500名青年民警接受

技能战术轮训；三次组织反恐实战演练，在实
战中锤炼铁拳，打造精兵。

打造刑侦新品牌。信阳市公安局做强做
实刑侦队伍，提升打击精准度；组建合成侦查
队，铸造攻城夺池尖刀；以摧枯拉朽之势，稳
步推进命案攻坚，使信阳刑侦成为百姓眼中
驰名品牌。截至12月12日，该市现行命案破
案率100%。

科技展翼助腾飞。信阳市公安局高标准
建设全国先进、全省一流的刑侦工作阵地；推
进一级网安监控中心建设；建立以110接处警
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现代警
务指挥体系，实现接处警系统与指挥调度
PGIS系统的有效对接；强力推进办案中心建
设，133个办案中心应运而生。

治安防控社会化。信阳市公安局强化基

层基础建设，
机关 35 岁以
下民警轮派警务室；建立由辖区民警、特警、
武警、协警、保安联勤联动的网格化巡逻防控
机制；招录2420名治安志愿者；科学布建防控
卡点，实现限时关门、快速打击的目标。

管理服务便民化。信阳市公安局在服
务窗口单位全面开展便民爱民活动；建立
警务调查中心，实现反馈、回访百分百；下
放车驾管业务，简化审批程序；开展窗口规
范化建设，两次邀请新闻媒体、群众代表明
察暗访。

构建信访新机制。信阳市公安局建成现
代化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开通18部公安局长
接访热线电话和33个手机短信平台，随时受
理对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和民警的职务行为反

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投诉请求等涉警涉
诉类问题；组建 500人的公安社情民意代表
团。

双基警务开新局。信阳市公安局实施“双
基警务”、推行“一村一警”；建成警务室356个，
警务工作站1787个，1800余名民警走进了群众
心坎；通过进村入户与群众谈心，加深了感情，
拉近了距离，接了地气，送去了平安。

典型带动铸警心。信阳市公安局开展优
秀人民警察普选，450名优秀人民警察脱颖而
出；持续推进“凝聚公安正能量”主题宣传活
动，对50余名优秀基层民警进行无缝宣传；开
展“向人民汇报”、“忠诚颂”集中宣传月，弘扬
主旋律，提升了队伍精气神。

慰问困难户

于鲁生、叶彩：
李聃依据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于

2014年7月23日出具的（2014）郑黄证
民字第19190号公证书，于2014年12
月15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于鲁生、叶
彩出具执行证书，抵押人为于鲁生、叶
彩。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柒拾
万元（RMB700000.00），及至实际清偿
之日的利息、违约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一切合理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
告》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
提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八号。
联系电话：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4年 12 月 25日

公 告

苏冬冬：
魏剑波依据郑州市绿城公证处于

2014年9月19日出具的（2014）郑绿证经
字第5548号的公证书，于2014年 12月
22日向我处申请对你出具执行证书。相
关信息如下：

出借人魏剑波与借款人苏冬冬于
2014年9月19日签订了借款本金为人民
币15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从
2014年 9月 23日至2014年 11月 22日
止。孙家伟以其名下的5套房产为上述借
款提供抵押担保，孙家伟、孙东旭、李芳为
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
1477500元，合同期限内的利息人民币
21825元（以1477500为本金，扣除已支付
的利息22500元），自2014年11月23日起
至2014年12月22日止共计1月的逾期利
息22162.5元，违约金295500元，自2014
年12月23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全
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及申请
执行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个
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
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
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219号盛润
国 际 广 场 西 塔 12 楼 。 联 系 电 话 ：
55637735-329（王女士） 5563783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4年12月25日

公 告

公 告
于鲁生、叶彩：

魏廷玺依据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于2014
年7月23日出具的（2014）郑黄证民字第
19189号公证书，于2014年12月17日向
我处申请对借款人于鲁生、叶彩出具执行
证书，抵押人为于鲁生、叶彩。执行标的
为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柒 拾 万 元
（RMB700000.00），及至实际清偿之日的
利息、违约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
理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
告》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
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八号。
联系电话：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4年 12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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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亮点
让信阳公安工作精彩纷呈

今年3月份以来，信阳市公安局新一届党委班子带领全市公安民警，在信阳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队伍零违纪、执法零过错、办案零信访、大案零积压、小案零懈怠、黄赌毒黑恶零容
忍，建设平安信阳”的总体目标，队伍建设日新月异，业务工作精彩纷呈，呈现“十大亮点”。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邵梦花/文图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
阳 通讯员 李卫娜）12月23日，洛阳市政府法制
办组织召开2014年度全市行政复议应诉工作
培训会。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处处长徐守
斌对洛阳市行政复议工作者进行了辅导讲座。

徐守斌从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功
能展开讲解，重点对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
时需要注意的行政复议范围、投诉问题、信
息公开、审理决定等环节进行阐述，提出了

行政复议要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
机统一。

会议指出，2014 年洛阳市行政复议工作
呈现案件类型多元化、办理程序规范化、审理
机制公开化、统计分析制度化四个特点，要在
充分认识新形势的情况下做好行政复议应诉
工作的重要意义，特别要做好明年新行政诉
讼法实施后的案件大幅度增加的应对工作。
加强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范化建设，发挥行

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功能。认真学习
新行政诉讼法，加强行政应诉工作。贯彻落
实《洛阳市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规则》，
在全市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明年的工作重点是迎接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
履行专项检查，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
作，学习贯彻新行政诉讼法的相关精神，提高
行政复议应诉能力的水平，为推进法治洛阳
建设作贡献。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郭
建伟 乔德生）为推动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更加有效深入开展，昨日，南阳市司法局
召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会，交流优秀
单位法治宣传经验，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
出具体部署。

会上，南阳市官庄工区涧河社区、南阳市
九中、社旗县桥头镇马蹬村3个单位介绍了
自己在法治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和经验。

南阳市司法局局长李恒德说，全市司
法行政系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创新理
念、思路、机制和方式，建立健全各类法治
文化宣传团队，组织创作编排一批贴近实
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法治文艺作品，

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公园、法
治文化社区、农家法律书屋、法治文化创作
室等普法阵地建设，不断扩大覆盖面，实现
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宣传教育格局，不断
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水平，努力开创法
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李恒德说，南阳市在“六五”普法依法
治理规划实施以来，全民法治意识进一步
增强，法治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教育影响
力得到提升。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将法治
精神全面融入区域发展的各个环节，切实
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法治化
水平，积极打造南阳绿色崛起、法治先行的
良好社会形象。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
员 杨亚萍）近日，商丘市公安局东方
分局公开集中销毁在“冬季打防”战
役中所缴获的 20 余台赌博机。该分
局还特邀辖区群众代表参加了此次
销毁行动。

据了解，该分局通过此次销毁行
动，有效地打击了电玩娱乐场所存在的
各种赌博违法行为。今后，该分局将继
续加大打击力度，对利用游戏机赌博及
其他赌博活动坚决打击，绝不手软，绝
不姑息迁就，最大限度地清除违法犯罪
滋生土壤，净化辖区社会风气、促进社
会和谐、确保大局稳定。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
永辉张世沛）12月23日下午，平顶山市中级
法院举行2014年度工作新闻通报暨新闻媒
体恳谈会，听取媒体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平顶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冠华、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郑东丽和包括本报驻平顶山市
记者在内的省、市新闻媒体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2014年全市法院主要工作
情况，与会人员就加强与法院在新闻宣传、
舆论引导、培树典型、新媒体建设与运用等
方面的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刘冠华说，全市法院要进一步树立主
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意识，切实加强与

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络，要创新形式，采取召
开座谈会、新闻发布会、媒体记者法院开放
日等活动，建立与记者便捷的沟通联络渠
道，主动向媒体通报法院工作情况，传递法
院动态信息，为媒体采访提供新闻素材和
便利条件。

刘冠华说，全市法院要牢固树立监督
与支持并重的理念，与广大媒体记者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弘扬司法正能量，加
强全市法院在维护大局稳定、促进经济发
展方面的做法和作用的宣传；要在加强策
划、深化效果上下功夫，提升法院形象和社
会公信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安阳讯（记者 陈军 特约记者
边天亮）近日，汤阴县法院继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政法单
位后，又被山东省高级法院、河南省高级
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军事法
院表彰为“法官送法进军营”活动先进单
位。同时，该院少年审判庭被最高法院
表彰为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单位。

据了解，汤阴县法院紧紧围绕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着眼服务国防和
军队改革大局，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深入部队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队、军人、军属
的合法权益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了部
队官兵和地方群众的一致好评。

洛阳市召开2014年度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培训会

全市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汤阴县法院
“三喜”临门

商丘市公安局东方分局
集中销毁一批赌博机

树立主动接受新闻监督意识平顶山市中级法院

南阳市司法局 建立健全各类法治文化宣传团队

加强法治宣传
推进法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