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县检察院以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认真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两个责任”，坚持知与行、惩与防、点与
面、管与究结合，实现工作常态化，取得了较
好成绩，促进了其他检察工作务实健康发展。

一是知行结合，提高认识，当好“两个责
任”的明白人。为进一步提升大家特别是领
导干部对“两个责任”的认识，该院坚持知行
结合，增强大家履责尽责的责任感。“知”即加
强学习提认识，“行”即明确要求抓落实。通
过强化对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两
个责任”的论述，以及王岐山等领导同志的讲
话等文件精神学习，使大家深刻认识到“两个
责任”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同一责任范
畴的两个方面。工作中，该院实行了“两个责
任”的党组检务督察月例会、月通报制度，通
过压力传递和工作倒逼机制，推动责任落实。

二是惩防结合，抓早抓小，找准违反“两
个责任”的临界点。在履行“两个责任”中，我
们把惩治标准作为预防违法违纪违规发生的
临界点，注重从抓早抓小入手，做好防范，确
保不越“雷池”。抓早，即通过加强内部教育，
从源头上防止“两个责任”落实“棚架”。抓
小，即通过加强外部监督，防止“两个责任”履
行过程中不出差错或小的差错不变成大差错
而达到惩治标准。大力推进电子检务和案件
信息公开，公布“12309”举报电话，开通“三微
一端”网络平台，畅通了接受外部监督的新型
便捷渠道。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监督，密
切掌握干警思想、生活、交友等情况，确保“两
个责任”监督没有盲区。

三是点面结合，厘清责任，牵好“两个责
任”的牛鼻子。该院把党组主体责任作为落
实“两个责任”的牛鼻子，并以此作为发力点，
逐步向其他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铺开。其

一，突出党组核心领导地位，把好“总开关”。
其二，要求检察长带头坚守责任，勇于担当，
带头履行各项廉洁自律规定，为全院干警作
出表率。其三，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和部门负
责人对分管工作和部门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克服只抓业务而忽视党风廉政建设问
题，把好“一岗双责关”。其四，要求纪检监察
部门切实发挥好监督检查、组织协调、查究问
效等职能作用，调动办公室、政治处、案管办等
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把“齐抓共管关”。

四是管究结合，健全机制，构建“两个责
任”的体系网。该院在加强“两个责任”的管
理中，注重以制度加以规范。制定修订了 109
项管理制度。同时，对责任追究也以制度予
以明确。制定了《“两个责任”失责、渎责、违
责追究办法》，对失责、渎责、违责的行为，进
行追责和倒查，并实施“一案双查”。

（胡传仁 曹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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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书萍、郑州市朵利服饰有限公司、郑州顺美商
贸有限公司：

郑州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依据郑州市绿
城公证处于2014年10月13日出具的（2014）郑
绿证经字第6080号公证书，于2015年12月17
日向我处申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
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2，000，
000.00）；2.利息，2015年 8月 18日应付利息
860.19 元，2015 年 9 月 18 日应付利息 17,
222.22元，共计18,082.41元；3.逾期利息：2015
年8月18日到期本金100万，从2015年8月19
日至被申请人清偿完毕之日的逾期利息、违约金
等其他费用一律按年化24%利率计算；2015年9
月18日到期本金100万，从2015年9月19日起
计算至被申请人清偿完毕之日的逾期利息、违约
金等其他费用一律按年化24%利率计算。
李冬梅、郑州市朵利服饰有限公司、郑州顺美商
贸有限公司：

郑州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依据郑州市绿
城公证处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公证书号：
（2014）郑绿证经字第6081号公证书，于2015年
12月17日向我处申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执
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
000，000.00）；2.利息：2015年 8月应付利息
17222.22元，2015年 9月应付利息15555.56
元，2015年10月应付利息9166.67元，共计：41,
944.45元；3.逾期利息：2015年9月17日到期本
金50万，从2015年9月18日至被申请人清偿完
毕之日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其他费用一律按年
化24%利率计算；2015年10月20日到期本金
50万，从2015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
清偿完毕之日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其他费用一
律按年化24%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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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路经五路中青大厦15
楼郑州市公证处。联系电话：65905045（郝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5年12月31日

公 告

李冬梅、叶奉杰、郑州顺美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依据郑州

市绿城公证处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
公证书号：（2015）郑绿证经字第195号公
证书，于2015年12月23日向我处申请对
你们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
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2.
期内未结清利息：2015年8月应付利息8,
611.11元，2015年9月应付利息8,611.11
元，2015年10月23日应付利息9,166.66
元，共计26,388.88元 ；3.逾期利息、违约金
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一并
按照年利率24%计算（按日计算：日利率=
年利率/360），自2015年10月24日起至被
申请执行人清偿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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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路经五路中青
大厦 15 楼郑州市公证处。联系电话：
65905038（朱女士）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5年12月31日

公 告

平顶山市伟祥物资有限公司、王新洲、李济阳：
本会受理的平顶山市帮达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
平仲裁字（2015）第192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及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承诺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到本会（平顶山市市政大楼
1059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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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9时在本
会仲裁庭（平顶山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630室）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公 告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15年12月31日

樊涛、臧赟博、肖媛、樊艳红、杨海军、张晓培：
王晓光依据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于2015

年 4月 24日出具的（2015）郑黄证民字第
5740号公证书，于2015年12月28日向我
处申请对樊涛出具执行证书，保证人为：臧
赟博、肖媛、樊艳红、杨海军、张晓培、郑州好
记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倾国
医疗美容门诊部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
为 ：1. 本 金 壹 佰 壹 拾 伍 万 元 整
（RMB1150000），2.借款期间利息 98670
元，3.逾期利息（按月利率18‰，从合同届满
次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期间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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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提供相关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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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5933611（王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5年12月31日

公 告

新县检察院坚持“四个结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常态化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东进敌后纪事
苏鲁豫支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改编而成的。1938年10月25日，六八五团团长彭明治接十八

集团军（八路军）总部的电令，率部兵出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转战于津浦路东、路西、淮南、淮北，发展抗日武装，粉碎日
伪“扫荡”，进行了有名的曹甸、保安山、黄瞳庙、山子头、淮安等战役战斗，作战1500余次，击毙日伪军5000余人，被陈
毅称为“华中主力的主力，党指到哪里，就是哪里的钢铁部队”，为建立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进敌后
1938 年 12 月 28 日，大雪纷

飞，寒风刺骨。伪“剿共灭党军”
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献臣
指挥所部4000余人，在日军的策
应下，向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以下简称义勇总队）发动猛烈进
攻。

“义勇总队指战员奋力反击，
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因力量悬殊，
被王献臣部围困在丰县（又名凤
城，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县）北部
十字河地区突围无望，又无援兵
情况危急。”商丘市委党史研究
室副研究员谢胜利介绍。

在此危难之时，次日拂晓，
一支“神兵”似从天降，以排山倒
海之势，向王献臣部发起进攻，
并一举歼灭王献臣部，这支“神
兵”就是苏鲁豫支队。

苏鲁豫支队是八路军一一
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改编而
成。平型关大捷后，该团一直在
山西坚持抗战。1938年10月25
日，六八五团团长彭明治接十八
集团军（八路军）总部的电令，率
部离开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经长
途行军，到达晋东南长治县的马
庄地区，靠近十八集团军总部。
彭明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
将领。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
为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他任一
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参谋
长，后任团长，参加了平型关大
战。1938年 12月六八五团由山
西进入山东，组成苏鲁豫支队，
他任支队长。1940年8月，苏鲁
豫支队改编为第五纵队第一支
队，彭明治任支队司令员。

1938 年 12 月初，十八集团
军总指挥朱德、副参谋长左权到
六八五团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中
央决定派该团东进华中敌后，开
辟苏鲁豫皖边区的命令，并对六
八五团进行了整编，改番号为八
路军苏鲁豫支队。12月9日，彭
明治率苏鲁豫支队冒雪东进，渡
过卫河，穿越平汉路，强渡黄河，
于12月28日到达微山湖以西地
区苏北丰县，和中共湖西地方党
组织取得联系，在湖西党组织的
要求下，将铁拳砸向王献臣部。

1939年 1月，苏鲁豫支队奉命和中共湖西区党委
领导的义勇总队合编，苏鲁豫支队指战员发展至 1万
余人，很快打开了湖西地区的抗日局面，开辟了湖西
抗日根据地。

“湖西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因地处微山湖西而得名，1938年初，中共苏鲁特委在铜
山、萧县、永城、宿县组织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
中共鲁西南工委也在单县、金乡一带建立了抗日武装，
并与上述武装会合，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
队。”商丘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级调研员张艳梅介绍。

1939年3月25日，苏鲁豫支队三大队插入豫东，一
举攻克虞城（利民镇），俘虏伪县长，全歼伪武装。随后
又跨越陇海线，进入夏邑县东永城县北活动。二大队跨

越陇海路进入萧县，消灭伪军500余人，从而巩固和加
强了萧县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武装。4月2日，苏
鲁豫支队留下四大队坚持巩固湖西区，主力在彭明治、
政委吴法宪的率领下南下，完成总部指示的“向南发展，
开辟徐州以南、津浦线两侧地区”的任务。在灵璧、泗
县、宿县、萧县一带机动作战，消灭了日伪大量有生力
量，拔除了萧县桂山、宿县时村等日伪重要据点，开创了
皖东北的抗日新局面。6月1日，日军纠集1700余人，
伪军4000余人，分七路，向驻宿县褚兰集附近的苏鲁豫
支队发动猛烈进攻。苏鲁豫支队以山地为依托，最终打
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回师津浦路西。4日，作为后卫的
三大队又在堪沟截击了敌追兵2000余人。三大队胜利
转移路西。

苏鲁豫支队各部在豫皖苏边作战两个多月，于
1939年6月上旬相继进入芒砀山区休整。时八路军一
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来到苏鲁豫支队主持整编，由团的
建制上升为旅的建制，苏鲁豫支队主力部队整编为一、
四、七共 3个大队（团）和一个特务营。7月，苏鲁豫支
队重新分兵进军，四大队由副司令员兼四大队大队长
梁兴初率领仍回陇海路北，坚持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
根据地。一大队由吴法宪率领到津浦路东苏皖边区开
展游击战争，打通与苏北新四军的联系。

7月5日，一大队在时村以南的杨瞳地区与日军展
开激战，重创敌军后向东北方向进军。后又在宿县的
苗庵、曹圩，灵璧的张大路、冯庙、高楼、龙集等处与日
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打开了宿县、灵璧的局面。之后又
转向泗县、睢宁地区，苏皖边区的局面为之一新。7月
中旬，八路军南进支队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康
棣华（胡笳）率领，在睢宁以南与苏鲁豫支队一大队会
师。时中共山东分局派来该区建立党组织的金明、杨
纯（女），同新四军彭雪枫部所派的张爱萍、刘玉柱会

合，由金明、张爱萍、杨纯共同组成中共苏皖边区党委，
领导苏皖边区的党政工作。8月初，八路军山东纵队
政治部主任江华率部1000余人南下，也同苏鲁豫支队
一大队在睢宁、宿迁之间会师。9月，一大队分散活动
于宿县、灵璧、泗县、睢宁、宿迁、泗阳地区，打击敌人，
建政建军，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开创了苏皖边区的抗
日新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苏支主力（七大队、特务营、司令部）
由支队司令员彭明治率领，以芒砀山区和萧县根据地
为依托，继续开辟徐州西南之萧县、宿县、永城、夏邑县
等地区，打通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部）的联系，协
助彭雪枫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1939年 7月中旬，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向芒砀山西
部的夏邑发展，创建夏邑县抗日民主政权，并协助县政
府建立了200余人的抗日武装常备大队。苏鲁豫支队
帮助夏邑县抗日民主政权开辟地区，并向南打通与在
夏南活动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联系，随后全营离开八
里庄，返回芒砀山区。

1939年8月下旬，苏鲁豫支队根据和新四军游击支
队的约定，开始向夏南行动，开辟永夏商亳交界地区。8
月24日，一营拔除了伪夏邑二区区署所在地太平集伪
据点，击毙伪区大队长李光福以下多人，并驻守太平集，
同从夏邑、砀山、商丘、兰封等地前来进攻的2000余名
日伪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取得胜利。

“太平集大捷后，夏邑东部局面好转，苏鲁豫支队继
续向夏南进击。”商丘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云说。
苏鲁豫支队继续南进，沿途攻占会亭、业庙、马头寺等伪
据点11月，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陇海路南所有党、
政、军统归新四军领导的指示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命令，苏
鲁豫支队将其在路南建立的萧县、夏邑抗日民主政权及部分
部队移交新四军游击支队。此时，湖西抗日根据地发生

“肃托事件”，加之日伪顽匪联合进攻湖西抗日根据地，
彭明治率苏支在陇海路南的全部武装回师陇海路北。

1940年6月初，苏鲁豫支队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电
令再度南下，进军皖东北地区。8月20日，苏鲁豫支队
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1942年2月，“皖南
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
师第七旅，彭明治任旅长，转战于津浦路东、路西、淮南、
淮北，发展抗日武装，粉碎日伪“扫荡”，打击国民党顽固
派，领导了有名的曹甸、保安山、黄瞳庙、山子头、淮安等
战役战斗，被陈毅称为“华中主力的主力，党指到哪里，
就是哪里的钢铁部队”，为建立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
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鲁豫支队完成了东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
历史使命后番号撤销。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十八集团军
总部对苏鲁豫支队的成功经验给予高度的评价：苏鲁豫
支队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游击根据地，并为开展徐州东南
地区的抗战起了先导作用。”马云说。

出奇制胜

开辟豫皖苏

平原抗敌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