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
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核准以
1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5个社会团体符合登记
要求，准予成立登记，特此公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登记证号、法人代
表、地址分别为：1、夏邑县郭店乡张厂博爱双语
幼儿园，夏民非字第201501号，梁钦，夏邑县郭
店乡张厂村 2、夏邑县仁和骨伤医院，夏民非字
第201502号，任峰，夏商公路三环路口北500米
路西3、夏邑县济阳镇育博幼儿园，夏民非字第
201504号，刘伟伟，夏邑县济阳镇贾庄村4、夏
邑县福星苑老年公寓，夏民非字第201505号，丁
琳琳，夏邑县车站镇陈洼村5、夏邑县时美职业
培训学校，夏民非字第201506号，杨钦亮，夏邑
县昌盛路中段6、夏邑县桑堌乡王口幼儿园，夏
民非字第201507号，李娜，夏邑县桑堌乡王口
村 7、夏邑县孔祖实验学校（小学），夏民非字第
201508号，王庆梅，夏邑县孔子像北三公里8、
夏邑县会亭镇南街幼儿园，夏民非字第201509
号，武伟双，夏邑县会亭镇南街村9、夏邑县罗庄
镇中心幼儿园，夏民非字第201510号，李文杰，
夏邑县罗庄镇十字东街路南10、夏邑县温馨老
年公寓，夏民非字第201511号，李东星，夏邑县
孔庄乡辛集村11、夏邑县李集镇王庄阳光幼儿
园，夏民非字第201512号，高传波，夏邑县李集
镇洪刘庄村。

社会团体名称、登记证号、法人代表、地
址分别为：1、夏邑县基督教协会，夏民社证字
第201501号，赵咏梅，夏邑县孔祖大道与北三
环交叉口东2、夏邑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
会，夏民社证字第201502号，赵咏梅，夏邑县
孔祖大道与北三环交叉口东3、夏邑县家居饰
材行业商会，夏民社证字第 201503 号，王相
军，夏邑县东光街北段两侧4、夏邑县伊斯兰教
协会，夏民社证字第201505号，苏永明，夏邑
县民族宗教局 5. 夏邑县电动车行业商会，夏
民社证字第201507号，郑固华，夏邑县雪枫路
西段电动车航母城内。

夏邑县民政局2015年公告

信阳公安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打造过硬公安队伍系列报道

公 告
史永军、李艳红（被申请执行人）：

曹书英（申请执行人）依据郑州市黄河
公证处于 2014 年 11 月 07 日出具的
（2014）郑黄证民字第32549号公证书，于
2015年12月29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史
永军出具执行证书，抵押人为史永军、李艳
红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捌万捌仟
元（RMB88000 元），借 款 期 间 利 息
（RMB10368元）、逾期利息（自借款合同届
满次日起至申请执行证书之日的逾期利息
为RMB61516.8元；从申请执行证书次日
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月利率
18‰计算）,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
理费用。

如对以上事实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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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5934433（姚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5年12月31日

为充分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营造学先进赶先进的浓厚氛围，新县公安局将
选树先进典型作为激励士气、坚定信念的有力
抓手，不断丰富内涵、深度挖掘事迹、完善宣传
机制，取得良好成效。

大力培育、广泛选树，让先进典型“走”出
来。该局党委坚持用创新的思维和发展的眼
光发现和树立典型，把时代、传统、生活作为打
开典型“大门”的三把钥匙，大力宣传扎根基
层、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教育
和鼓励民警。一是结合工作实绩，树立风向
标。二是严格审核把关，选好苗子。三是依托
评先评优，选树典型。在各类表彰奖励和评先
评优中选树典型，同时向基层倾斜，特别是常
年默默无闻奉献在基层基础工作岗位上的民
警，在一年一度全市优秀人民警察评选活动

中，派出所民警占比均在50%以上。
搭建平台、注重扶植，让先进典型“浮”上

来。遵循典型成长规律，坚持多搭小舞台、广
树小明星、扩大中间层，科学培树、及时推出，
形成层次丰富、警种多样的典型群体。一是搭
建内部平台。依托党委联系基层制度，县公安
局党委通过督导检查、召开片会、参加警情通
报会以及与民警面对面谈心、上门走访等形
式，定期深入基层所队、深入辖区、深入群众，
注重发现基层单位先进工作经验和先进典
型。二是搭建社会平台。积极主动参与省、
市、县等开展的十大法治人物、爱岗敬业模范、
劳动模范等评比推荐活动，为先进典型的涌现
提供条件、搭建平台，促使先进典型脱颖而
出。三是搭建激励平台。县公安局领导班子
对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在培养后备干部时优

先选用，在政治及经济待遇上加强激励，形成
良好的用人导向，不让先进当“盆景”。

深度挖掘，扩大宣传，让先进典型“亮”起
来。一是用好新闻眼，增强典型宣传针对性。
二是用活媒体网，实现典型宣传多维度。利用
中央、省、市、县各级媒体，从不同角度对先进典
型进行集中宣传，增强典型宣传的社会影响
力。三是巧用新兴媒体，提升典型宣传层次。
利用新兴媒体的多点对应性的优势，通过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发布重大信息，并积极
主动回应网友提问，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营造氛围，跟进管理，让先进典型“动”起
来。在选树典型、培育典型的同时，更注重学
习典型和弘扬典型，着力在公安队伍中营造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一
是建立先进典型信息库。将近年来立功受奖

的先进集体、个人都录入信息库，借助媒体对
看守所所长张贤江等老典型，坚持全程跟踪、
抓巩固提高，将老的先进典型进行“深加工”、

“精包装”，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宣传推介，使老
典型不断焕发出新光彩。二是突出典型学习
效用。重视典型效应延续和传承，通过具有思
想品质好、工作作风优、业务素质高的先进典
型与新警结成师徒对子，让民警在“一对一”传
帮带中找准与先进典型的差距，互学互助，共
同进步，使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不断促进业务能力水平共同提升。三是保持
典型的先进长效性。县公安局政工部门定期
与先进典型谈心交心，及时掌握思想状况，解
决思想疙瘩，为先进典型不断发展进步提供动
力源泉，保证先进典型始终保持求新求进、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邵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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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四步驱动”打造奋发有为过硬警队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
约记者 罗列）12 月 30 日，记者从
开封市公安局宣传处获悉，12 月
29 日晚，该市祥符区公安局仅用
3 个小时就侦破一起命案，犯罪
嫌疑人邵某（男，23 岁，祥符区
人）被抓获。

12月 29日 18时许，祥符区公
安局接群众报警，称在该区县府
东街一手机店内，女店员晏某被
一名男子持疑似枪支打伤。接案
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该局随即
启动大要案侦查机制。开封市公
安局领导也带领警力赶往现场指
导参与破案。

民警经现场走访调查，发现行
凶男子曾因手机维修纠纷于12月
29日上午到该店吵闹。当日20时
50 分，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邵某抓
获，并从其身上搜出发令枪一支。

经警方初步讯问，邵某供述
其曾在网上购买射钉器（后自行
改制）和发令枪。12月29日上午，
邵某因维修手机，与晏某发生矛
盾。当日下午，邵某持改制后的
射钉器到店内将晏某打伤后潜
逃，将射钉器和随身携带的一支
气枪遗留在现场。晏某受伤倒地
时，其怀抱的四个月大的女儿头
部着地摔伤，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晏某正在医院抢救中。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维修手机起纠纷
男子报复女店员

男子网上购买射钉器
改制后射伤女店员，殃及
店员四个月女儿

新乡杀童案
凶手获死刑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
明 实习生 刘亚鹏）2015 年
12月30日9时15分，备受关
注的被告人李秀玲犯故意
杀人罪一案在新乡市中级
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李秀
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
人李秀玲与被害人王明涵
两家系新乡县小冀镇郝村
前后院邻居。王明涵生前
经常去被告人李秀玲家找
其孙子玩耍，李秀玲因嫉妒
王明涵比自己的孙子健康、
聪明而产生杀害王明涵的
犯罪意图。2015年 6月，被
告人李秀玲对其家院中花
池内多年废弃的窨井进行
清理，准备将王明涵杀害后
藏尸该窨井。2015年 7月 8
日下午，被告人李秀玲多次
到被害人家中，在得知被害
人奶奶张九连准备洗澡时
离开被害人家。18时许，被
告人李秀玲发现王明涵独
自一人在胡同口玩耍时，遂
将王明涵诱骗至其家中，并
杀害。后被告人李秀玲将
王明涵尸体包裹好后隐藏
于窨井内。2015 年 7 月 26
日1时30分许，王明涵尸体
在窨井中被发现。经法医
鉴定：不排除王明涵系因机
械性窒息而死亡。案发后，
被告人李秀玲的家属赔偿
被害人王明涵家属 2万元。
另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的经济损失19402元。

新乡市中级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李秀玲的行
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不构成
自首，遂作出上述判决。宣
判后，被告人李秀玲当庭表
示不上诉 。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史学
德）“孩子昏迷不醒！”12月 30日上午，一名男子
从一辆轿车上下来后，急匆匆跑到执勤交警的警
用摩托车旁求助。随后，警用摩托车开道，将病
人第一时间送往医院。

12 月 30 日 9 时 20 分，鲁山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城区中队民警马跃峰正在老城大街与墨
公路交叉口执勤，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轿车突
然停在警用摩托车旁。车上下来一名男子，急
匆匆地走到马跃峰跟前说明了情况，并请求援
助。

由于正值车流高峰，为保证病人第一时间入
院治疗，马跃峰来不及多想，迅速发动警用摩托
车、拉响警报、开启警灯进行开道，同时向110指

挥中心汇报，并根据指令加强沿途路面交通疏
导。5分钟后，马跃峰将轿车安全护送至鲁山县
第一人民医院。在帮助男子将昏迷的儿童抬上
担架护送进急救室后，民警马跃峰悄悄离开。马
跃峰离开医院时，得知送患病儿童就医的男子是
平顶山晚报记者胡耀华。

据胡耀华介绍，当天9时许，他刚要外出，听
到邻居家传出哭泣声，并看到一名妇人急急忙忙
往邻居家赶。由于平时见过面，胡耀华上前询
问，得知四岁的孩子奄奄一息，由于邻居家是虔
诚的基督教信徒，一家人只顾着祈祷，一时忘记
送孩子到医院就医。胡耀华就建议带孩子到医
院就医，并发动自己的车子送孩子去医院，这才
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生死时速”记者、民警接力护送
患病儿童就医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庆伟/文
图）12月 26日 12时，漯河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
二大队大队长袁天赐带领民警康杰和孟蔚在宣传
走访时，接到群众反映，黑龙潭乡一闫姓女子接到
异常电话后急匆匆赶往银行汇款。

民警判断闫某可能遇到电话诈骗，就简要问
明闫某家中人口信息情况，立即电话通知辖区派
出所民警到闫某家中寻找其亲朋好友。袁天赐等
民警迅速赶往闫某可能出现的银行紧急寻找。

民警找到闫某后才知道，原来闫某接到北京“警
方”来电，称她涉嫌毒品犯罪，检察机关在网上对其
出具刑事逮捕令和冻结管制令。“警方”称其信息可
能泄露，要求她按照“警方”要求，将银行卡密码重新
加密，然后转入“警方”设定的“安全账户”，由“警方”
特别设定两道“防火墙”以保障自己及家人财产安
全，也可证明她没有参与贩毒犯罪行为。闫某信以
为真，接完电话后才匆匆赶往银行汇款。

“幸被走访的漯河市公安局民警及时发现并
‘虎口夺款’，要不然我可就被骗惨了！”闫某被民
警拦下后激动地说（如图）。

“虎口夺款”女子接“警方”诈骗电
话汇款被民警拦下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王耀南）
12月 30日，许有臣故意杀人案在三门峡市中级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
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
人许有臣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三门峡市部
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以及群众旁
听了案件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7月15日被告人许有臣
及其妻子张某某因在京非法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
训诫。经劝解，许有臣、张某某于 7月 17日返回焦
作。当日下午，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社区警务大
队一中队民警对其进行调查处理，许有臣对此心怀
不满并意图报复，遂下车外出购买一把单刃刀后返
回其乘坐的车内。经过公安民警反复劝说并采取
传唤措施后，许有臣、张某某二人仍拒不下车接受

调查。18时 17分左右，在民警王某某等人欲将许
有臣、张某某二人带下车时，许有臣持刀朝王某某
左胸部猛刺一刀，后又持刀捅刺民警陈某某、皇甫
某某，因两人及时躲避未被刺中，后王某某经抢救
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王某某系被他人用单刃刺
器刺破左肾动、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公诉机
关认为被告人许有臣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请求
依法惩处。

庭审中，控、辩双方就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进
行了举证、质证，被告人许有臣对起诉书指控事实
不持异议，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就本案的事
实、适用法律问题各自发表了意见。法庭辩论结束
后，被告人许有臣作了最后陈述。

根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请求，法庭对附带
民事部分进行了合并审理。该案将择日宣判。

许有臣故意杀人案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