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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纪生：

本院受理原告陈万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光民初
字第 006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准予原
告陈万梅与被告耿纪生离婚。二、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慧丽：

本院受理原告闵新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平民初字第120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原告闵新泽与被告朱慧丽
离婚；二、婚生女闵宝瑞由原告闵新泽抚养，被告朱
慧丽不支付子女抚养费。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5年10月8日10时至2015年10月

9日10时止在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人民法院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房产证号为1001101431，该
房产位于郑州市三全路 99 号 13 号楼 3 单元 12 层
180号起拍价为69万元整，保证金10万元。有意竞
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
濮 阳 市 台 前 县 人 民 法 院 。 咨 询 电 话 ：
0393-2269299，手机：13839342149。联系地址：河
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伟：

本院受理原告杜伟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平民初字
第 24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全：

本院受理原告高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平民初
字第 3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全：

本院受理原告赵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平民初
字第 3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将于2015年10月26日

10时至2015年10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于位于新郑市人民路中段西亚斯国际学院东4
幢2单元1201室、新郑市东城路步行街中段B区20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AWywXW&user_id=2072461411，
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平舆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
至2015年10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平舆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平舆县人民法院）进
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一、拍卖标的：位于河南省
平舆县舆兴路东段北侧舆兴建材市场内的房产证
号为平舆县房权证字第20130777号的房产，该房产
房产证证载建筑面积为182.00平方米，现对外租赁
经营中。房产起拍价：1040130 元，保证金：60000
元，增价幅度：2000元。二、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咨询
电话：0396-5005220；手机：18639696251。

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5年10月12日10时起至2015年10

月13日10时止在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sf_item/
520686601834.htm?spm=a213w.7398554.paiList.2.
jTQZ5e，户名：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对焦作盛泓
龙唛管业有限公司工业房、地产等涉案物品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 系 人：
关法官；联系电话：0391-2656283 13569128523。

法院
公告

2015年9月29日
电话：0371-86178087
邮箱：hnfzbggb@126.com

本报讯（记者 李智群 特约记者 杨维
峰）一年来，河南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

《河南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
发展的意见》，并两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支持通信基站建设，明确要求各职能部
门全力支持通信基站建设工作，争取社会各
界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推动全省通信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其实，早在去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
联合制定了《公用电信设施损坏经济损失计
算方法》。此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移动通
信基站建设必须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与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的要求。其电场强度
远小于12伏/米，功率密度远小于40微瓦/平
方厘米，这比国际非电离辐射推荐的标准高
11.25～26.25 倍，堪称全球最严格标准，而每
一座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都要经过布点、勘
察、选址、环保部门测试及审批等环节。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原本基站的建设和规划并没有
统一的安排，都是由各个运营商各自安排，可
能会导致许多基站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也
容易出现不合理建设的现象。今年开始，我
省的通信基站规划和建设将由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统一进行，通信基站
可以共建共享，不合理的基站重复建设的现
象将得到缓解。

多部法律法规
保护移动通信基站建设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
者 朱剑锋 通讯员 刘耀强）近日，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
书，对 2012 年至 2015 年第一季度全市法
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审查情况进行
了分析和总结。

白皮书显示，2012 年至 2015 年第一
季度，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诉
讼案件 4563 件，其中一审 3780 件，审结
3531 件，结案率 93.4%；二审 783 件，审结
730 件，结案率 93.2%；审查非诉执行 7552
件。在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中，全
市法院对各类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判决撤
销、确认违法、无效或者变更以及判决行

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共
计 385 件，约占已审结一审案件总数的
10.9%。所有行政案件中，土地资源类等
涉民生类案件居多，且呈群体性特征。涉
及土地资源、计划生育、城建类案件等民生
类案件比例高达约 56%，其中以村民组等
群体性起诉的有 97件，占 9.5%；行政诉讼
被告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其中以政府为
被告的行政案件926件，占比为 20.3%。

白皮书在分析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后，就进一步推进驻马店市依法
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出建议。

一是坚持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遵
循程序正义理念，依法办事，树立政府威

信，切实做到有法必依，严格执行法律规
定，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让当事人感受到
程序的公平性。

二是坚持依法征迁，健全科学合理
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机制，保障被拆迁
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重视行政案件应诉工作，进一
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增强
行政机关应诉能力。

四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落实违法追责制度。

五是加强政府与法院良性互动机
制，借助互动平台，提升化解矛盾纠纷的
能力。

本报讯（记者 杨勇）一名自闭症患者与
家人发生争吵后徒步上了高速公路，其家人
追赶不上，只好报警求助。

9月25日12时20分，河南省公安厅高速
交警总队五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求助电
话，称有一名女士反映她儿子赌气跑到了高
速公路上，儿子患有自闭症，请求高速交警予
以救援。接到求助后，五支队一中队民警王
彦涛、朱永强等迅速行动，驾驶巡逻车从连霍
高速公路开封站上站，分东西两路沿高速进
行搜寻。向西的警车行驶至连霍高速 524公
里北半幅处，朱永强发现了一名沿行车道缓
慢步行的男子，周边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
危险。民警立即驾驶警车追上该男子，并将
他带上警车。

经调查，该男子朱某，19岁，患有自闭症，
当天中午和家人发生争吵后一时想不开，骑
自行车前往高速路口，朱某的母亲骑自行车
在后追赶。为了甩掉母亲，朱某丢掉自行车
跑上高速公路，待朱母锁好自行车再追儿子
时，不见踪迹。由于开封站上站后有向东和
向西两个匝道，朱母不能确定儿子往哪个方
向跑了，遂求助高速交警。

民警把朱某带到五支队耐心细致地做思
想工作。其间，朱某的父亲也已赶到。朱某
随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家。（线索提供 李飞）

自闭症患者赌气上高速
家人追赶不上求助交警

驻马店市中级法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就推进驻马店市依
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出建议

政府法院良性互动要加强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通讯
员 张本巍）近日，全国先进工作
者、“最美基层干部”、全国优秀法
官——兰考县人民法院东坝头法
庭庭长闫胜义应邀走进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为该校中层以上干部、
各党支部书记作了一场“三严三
实”专题报告。

报告会上，闫胜义以《做好人，
办好事》为题，结合自身办案经历、
体会感悟，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他
坚守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维护
公平正义的事迹。闫胜义通过自
己真情实感的表达，彰显出他淡泊
名利、做实在人、干实在事的优秀
品质，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报告会后，该校党委副书记刘
纯献说，闫胜义身上所体现出的精
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全校党员干
部要以闫胜义为榜样，像闫胜义那
样有原则，有底线，实实在在做事，
清清白白做人，努力成为“三严三
实”好干部。

优秀法官闫胜义
应邀到高校作报告

▲近日，许昌市禁毒办组织许昌市
区禁毒民警走进许昌市第二中学，通过摆
设禁毒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组织观
看禁毒宣传片等形式，向校内2000多名学

生开展为期两天的禁毒知识普及活动，帮
助同学们远离毒品危害，建立正确的价值
观。记者胡斌实习生刘强通讯员郑雅
摄影报道

◀9 月 28 日，身穿红马甲
的小蜜蜂普法志愿者在济源市
北海望春园法治公园里开展普
法志愿服务。小蜜蜂普法志愿
者是济源市司法局2014年底成
立的小蜜蜂志愿服务团的成
员，该志愿服务团的宗旨是传
播法治文明，共享幸福和谐。

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郭军
周观玺摄影报道

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