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驻马店市上蔡县公安局指挥
中心认真落实上级警务部署，坚持开展涉稳
信息日通报、周研判工作制度，推动了反暴
恐基础工作常态化，为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图为该局召开维稳信息研
判会商工作会议场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通讯员 张凯华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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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专项措施 排查火灾隐患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火灾隐患
的排查工作力度，西华县公安局聂堆
派出所不等不靠，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所长张剑毅亲自参与，制定工作措
施。指导员贾辉针对辖区实际火灾隐
患情况，讲解了具体制度和防范措施，
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火灾事故的危
害，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
损失，杜绝群死群伤重大火灾事故的
发生。 （张剑毅）

伪造DNA鉴定报告被判刑

本报讯 近日，信阳市浉河区法院
审结了一起公安局刑科所实习生伙同
派出所协警伪造 DNA 鉴定报告帮人
补录口供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付某、耿
某因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
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法院
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付某、耿某主动退
交赃款，且二被告人所在的社区矫正
机构建议对二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
遂作出以上判决。

（孙良军 王倩倩）

郑州正源水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霍河虎诉你公司工伤赔偿争

议一案（金劳人仲案字[2014]第350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申请人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另此案定于2015年8月20日上午9
时整在本委仲裁庭（郑州市金水区卫生路39号
附1号502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庭审结束后十五日
内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5年6月2日

公 告

安阳日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
易祥食品有限公司、安阳市健丰食品有限
公司、河南安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石宪
法、吴幸福、朱东海、刘伟：

张自中依据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于2013
年10月15日出具的（2013）郑黄证民字第
18316号公证书，于2015年3月19日向我
处申请对借款人安阳日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执行证书，保证人为安阳市易祥食
品有限公司、安阳市健丰食品有限公司、河南
安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石宪法、吴幸福、朱
东海、刘伟。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肆
佰玖拾壹万叁仟元（RMB4913000.00），及
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违约金以及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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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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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日

公 告

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许昌煤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司永闯、王涛、司二虎、冯晓飞：

兹有范钦飞于2015年5月 25日向我处申请出具（2015）
郑绿证经字第34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的执行证书，具体如下：

出借人范钦飞、还款人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保
证人许昌煤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司永闯、王涛、司二虎、冯晓
飞分别签署了《还款协议》。依该协议：范钦飞通过郑州银行
的委托贷款方式向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出借人民币
200万元；期限为自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4月15日；还
款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许昌煤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司
永闯、王涛、司二虎、冯晓飞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范
钦飞称：债务到期后经多次催要，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
司仍未能完全偿还借款本息，各保证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故
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申请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193万元。2.利息：6000.01
元。3.逾期利息：按《还款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从逾期之日
起按1%/月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4.违约金：按《还款协议》第六
条第二款约定从逾期之日起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日支付至
债务清偿之日。5.为实现债权产生的有关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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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55637833（郭杰）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5年6月2日

公 告

王杰安：
本会受理的王富领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平仲裁字（2014）第 01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
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会（市政大楼1059房间）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成方式
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逾期将报请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审理。本案定于2015年9月4日下午
15时在本会仲裁庭（审批中心大楼西门进
630房间）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15年6月2日

公 告

本报讯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始终坚持
以机制兴检为指导思想，以创新为灵魂，以检
务督察为突破口，将检务督察作为促进作风建
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实现了以创新促机
制、以机制促管理、以管理促建设、以建设促检
察业务的健康发展。

明确目标。检察业务方面，该院要求办案
程序合法，执法行为规范，执行办案纪律严格
到位，办案安全防范措施严格到位。队伍管理
方面，该院要求严格遵守检察职业道德和检察
职业纪律，严格遵守检察人员行为规范。

建立制度。根据各项工作目标，建立完善
了具有操作性的《车辆管理制度》、《干警学习
奖励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办案安全制
度》、《案款案物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发给

全院干警，人手一册。
确保实效。首先，开展办案质量督察。该

院在认真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对业务部门办
理的案件进行适时督察。其次，开展办案纪律
督察。对干警的执法情况、履行岗位职责情况
实行动态管理，并将相关督察情况建立执法档
案，作为个人奖惩、职务升降的基本依据。通
过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控告接待等窗口单位、
枪支和警械的使用管理以及着检察服在娱乐
场所酗酒等进行重点督察。与此同时，该院将
督察工作拓展到办案安全和干警8小时以外的
生活圈和社交圈。最后，开展检风检容督察。
对干警着装情况、值班情况、卫生情况、车辆管
理等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从源头上杜绝违法
违纪问题发生。 （牛凌云周莉）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汝南县检察院
为贯彻落实最高检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精神，打造多元化复合型汝南检察人
才队伍，提升队伍建设工作水平，解决
业务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积极推行
干警主辅岗锻炼制度，使该院复合型
检察人才培养步入快车道。

自主选岗，按需培养人才。该院
制定出台了《汝南县人民检察院干警
主辅岗锻炼制度》，规定综合部门中具
有法律职务的干警，在完成本职工作
的基础上，利用工作空余时间到办案
任务较重的检察业务岗位进行跨岗锻
炼。

同岗同责，以责任落实抓制度出
实效。为避免到辅岗工作走过场，流
于形式，该院明确要求，检察干警在从
事辅岗工作中，应享有与主岗人员相
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职责和义务。

双岗双责，严防制度落实跑偏走
样。该院要求主辅岗部门的负责人
全力支持跨岗锻炼干警的工作，合
理安排工作量，保证参加辅岗锻炼
的干警兼顾主辅岗工作，能在突出
做好主岗的同时在辅岗得到有效锻
炼，避免顾此失彼，或丢了芝麻也丢
了西瓜。

强化考核，激励辅岗干警创先争
优。对综合部门干警从事辅岗工作期
间的实绩评定，年终由分管院领导和
辅岗部门负责人作出表现证明，填写

《辅岗情况反馈表》，对主辅岗工作成
绩突出的干警，在晋级、晋职、业务工
作考核中适当加分，在评先评优等方
面予以优先考虑。 （姚瑶）

唐河县检察院：构建检务督察机制
实行主辅岗锻炼制度
推动复合型人才步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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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3 日，被告方某向原告吴
某借款6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我借
吴某的陆拾万元，我保证在2014年底全部还
清”。同日，郑某甲在该借条的下半部分书
写“如到期方某不还完，我拿金地城市花
园××号房子作抵押”，并有郑某甲的签名及
日期。郑某甲用于抵押的房产共计 123.15
平方米。2015年 1月 7日，郑某甲将该房屋
以 1000元出售给其弟弟郑某乙。经二人申
请，确山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将房屋过户到
郑某乙名下，并颁发了房产证。

后方某到期未归还债务，吴某诉至法
院。郑某甲辩称抵押的房屋已过户给他人，
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近日，确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方

某归还吴某借款本金及约定利息，郑某甲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郑某甲以房屋为
方某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被告郑某甲与原
告吴某之间的抵押担保合同成立且有效，郑
某甲应依法承担合同责任。关于郑某甲房
屋已过户的辩解意见，郑某甲用房屋抵押担
保在前，后以明显低价出售给其弟弟郑某
乙，且在房屋过户登记时，在“查档验证报告
表”中“该房屋所有权是否已经存在抵押”一
项回答为“否”，郑某甲在申请人一栏签有

“属实”字样。该行为属于不诚实申报房产
已经抵押事实，造成已经抵押的房屋过户，
无法进行抵押登记，是恶意的逃避担保责
任。如不让郑某甲承担担保责任，将不利于
引导公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遵守诚实信用
原则，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不利于

防范惩戒恶意讨债行为。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张
桂华）

2014年10月8日上午10时许，通许县出
租车司机刘某在通许县车站等活儿时，上来
一名中年男子乔某说要租车去开封办事。
刘某驾车行驶约一公里后，乔某从手提包内
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说自己急需用钱想把
电脑便宜卖了。刘某便停下车仔细查看这
台九成新的电脑。

刘某心想自己虽然不懂电脑，但也知道这
种电脑价值不菲，便迫不及待地让乔某开个
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乔某以300元将电脑卖
给刘某后便下了车。300元就买到了价值几千

元的笔记本电脑，刘某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满心欢喜地提着笔记本电脑回家了。不料，两
个月后，刘某接到城内派出所的传唤，得知自己
购买的电脑是乔某偷来的赃物。后经公安机关
鉴定，该笔记本电脑价值人民币6000元。

近日，通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拘役一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刑法》第三百一十

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
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在
笔记本电脑无购买发票等合法手续的情
况下，仍以明显低于市场中间价格购买，
可判断其为明知赃物而购买，其行为已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刘某到
案后能主动承认错误，积极退还赃物，并
系初犯，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记者 张东 实习记者 时学士 通讯员 王
记伟）

保证人低价转让抵押房

的哥300元买笔记本电脑

贪小便宜吃大亏

方某借吴某60万元，郑某甲以房产为其担保，
后方某到期未还借款，郑某甲为逃避责任将抵押
房产低价转让给他人，对此，郑某甲还需要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吗？

恶意逃脱担保责任难得逞

俗话说：“天上不会掉
馅饼”，可有的人为了贪小
便宜，最后却让自己摊上官
司。这不，通许县的一名的
哥，就为此摊上了大事。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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