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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综合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将于2016年6月6日10时
起至 2016年 6月 7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
水区健康路168号B楼 5层G
座 、H 座 房 产（权 证 号 ：
0901002307、0901002139）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
址 http://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
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

2016年5月19日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借款人王伟琳与出借人高华鹏于

2013年7月9日签订编号 为BDSY一J
字2013第102---5号的借款合同，合同
签订后经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公证，赋于
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为:(2015)郑
绿证经字第9号。出借人高华鹏于2015
年7月11日与债权受让人刘战省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予以转让。现
将上述事项予以告知。请上述借款人及
担保人自看到本公告之日起，停止向原
出借人偿还借款并主动向债权受让人履
行债务。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
告》见报之日起3日内向我书面提议，否
则债权受让人将依法实现上述债权。

本人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关
林镇刘富村九组

联系电话：15838577508
特此公告。

告知人:高华鹏
2016年5月19日

连日来，本报多次接到部分游客打来的热
线电话，称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内出现大批

“山寨警察”，有很多景区保安与服务人员均穿
着“警察服装”，让人难辨真伪。景区门口商户
倒票现象也比较多，这些人在景区随意揽客，
令这个5A级景区的形象大打折扣。

为了解游客反映的这些问题，5月15日，
记者到该景区实地调查。

当记者走到景区不远的水上乐园时，看见
一“警察”在河边清理垃圾，但这个“警察”竟
穿着拖鞋。

记者通过向旁边旅客服务站的商户了解，
得知这些“警察”是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主要
负责清理水上乐园的卫生，维护安全设施以及
做一些必要的应急工作。这些人全都不是警
察，只是一些巡逻工作人员。

在景区验票口，记者发现有两名“警察”在
验票，衣服上的警号与肩章、臂章与警服上的
极为相似（如图）。猛一看，他们的衣着与正式
民警的警服并无大的差别。路边环卫工人告
诉记者，这些人与清理垃圾的那些人一样，全
部是景区的工作人员。

记者在景区门口观望时，从门口旅游产品

店走过来一男子，神秘地兜售龙潭大峡谷景区
门票，价格竟然比90元的正常票价低15元，公
开保证 75 元就可以卖，并且比网上团购还便
宜。被问为何能搞到低价门票时，该男子不
语。

在记者等待的十几分钟内，至少有三四个
男子向游客出售低价门票。

进入景区内部，记者发现里面的卫生条件
比较差，饮料瓶和有色垃圾较多，景区环境确
实让人不敢恭维。

在龙潭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记者问到
“山寨警察”现象时，接待部的一名王姓女士
说，他们是安保人员，是为了维护景区管理秩
序、提高防卫意识，才统一了服装。关于商户
人员的倒票现象，该女士说她毫不知情。

在位于龙潭大峡谷门口的龙潭警务室，记
者采访了伍警官。伍警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
遗留问题，警务室对此事高度重视，他也向所
长汇报了情况。

5 月 16 日上午，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新
安县公安局石井派出所副所长已带队到该景
区，将该景区内所有“山寨警察”的服装予以没
收。 （本报记者/文图）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4月份，按《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省18个
省辖市环境空气PM10 月均浓度为 144 微克/
立方米，PM2.5 月均浓度为 67 微克/立方米；
全省 10 个省直管县（市）环境空气 PM10 月
均浓度为 119 微克/立方米，PM2.5 月均浓度
为 66微克/立方米。。

4 月份，从我省空气质量总体趋势看，

PM10 仍在不降反升，污染形势严峻。部分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扬尘污染凸现，13 个省
辖市首要污染物为 PM10，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 7 个。有 13 个省辖市、3 个省直管县
（市）PM10 月均浓度同比不降反升，其中，
濮阳（上升 41.4%）、商丘（上升 35.2%）、安阳
（上升 30.4%）、开封（上升 20.2%）4 市的上升
比例较高。

按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法排名（综合
指数由小到大、空气质量由好到差顺序），18
个省辖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前 5 名为：信阳、
周口、南阳、驻马店、平顶山，后 5位为：洛阳、
新乡、安阳、郑州、焦作；而 10 个省直管县
（市）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法排名
中，前 3 位为：固始、邓州、永城，后 3 位为：兰
考、滑县、巩义。

本报讯（记者 杨勇）为给郑州
龙子湖大学城师生提供更便捷的
公交服务，郑州市公交四公司将
他们开通点对点定制公交服务，
15人即可预订。这标志着该大学
城的 20 万师生进入可乘“定制公
交”的时代。

龙子湖高校园区，又称龙子
湖大学城、东大学城，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由于作息的特殊性，
该大学城学生的出行存在周一到
周五客流密度小，周末、节假日呈
井喷的特点。为此，郑州市公交
四公司在开通周末、节假日专线，
加密周末往返该大学城的公交线
路班次和密度等的服务基础上，
推出了“定制公交”服务。“定制公
交”开通后，可以直接开到宿舍楼
门口，缓解师生出行难。

（线索提供 张丽楠）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吴京宇 王维鹏）近日，一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纠纷案的原告李辉在辉县市
法院签字后，该院书记员将赔偿款
7300 余 元 打 到 李 辉 的 银 行 卡 账 户
里。李辉感到欣喜的是，他从起诉到
领到赔偿款，仅用了一个半月时间，
比想象的速度快了很多。

2015 年 12 月 5 日，张小明驾驶面
包车在辉县市辉薄路与行人李辉相
撞，造成李辉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张
小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辉无责
任。该肇事面包车由陕西某保险公司
承包交强险。李辉受伤住院治疗费用
花了 7300 余元。因赔偿事宜协商不
成，李辉诉至法院，要求张小明、面包
车投保的保险公司依法赔偿。

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了解到本
案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赔
偿数额小，保险公司又在外省。为快
速审结此案，承办法官没有通过邮寄
等时间较长的方式向保险公司送达起
诉状、开庭传票等文书，而是迅速与
保险公司联系并互留微信号，通过微
信发送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

通过微信聊天，保险公司审核证
据后，同意与原告李辉进行远程调
解。经承办法官做原告、被告的工
作，在确定赔偿意向后，将该赔偿意
向通过微信发送至保险公司，保险公
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
损失 7300 元，并将书面确认书邮寄给
承办法官。

承办法官制作好调解书，向三方
当事人送达，从而使该案在保险公司
未到庭调解结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PM10不降反升 污染形势严峻
4月份我省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
讯员 夏宝林）5月18日，济源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举行道路交通秩序
整治新闻通气会。会上，该市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通报了 3 起因严
重交通违法引起的交通事故，计
划用30天对道路交通秩序进行专
项整治。

济源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说，夏季来临，无证驾驶、酒后驾
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和由此引
发的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为提
高交通参与者的文明交通素质，
有效改善道路通行秩序，预防和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该局成立了
由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侯钦东任组长的“济
源市公安局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
治月领导小组”，从现在起用30天
对济源市道路交通秩序进行专项
整治，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
遵守交通秩序，养成文明出行的
良好习惯。

济源市公安局
整治道路交通秩序

郑州龙子湖大学城
满15人可乘“定制公交”

法官办案另辟蹊径
微信聊天促成赔付

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有点乱
“山寨警察”多处可见 商户低价倒卖门票

随着夏季到来，许
昌市东城区夜市摊点
的食客逐渐增多。为
有效防控夏季夜市摊点
的治安刑事警情，许昌
市公安局东城区分局结
合街面治安巡逻，对辖
区夜市摊点开展治安防
范宣传工作。每天晚
上，民警向夜市摊点食
客发放宣传品，讲解夏
季安全防范知识。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靳鑫摄影报道

触摸草鞋，感悟长征。5月18日上午，
由“沂蒙红嫂文化纪念馆”发起的“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草鞋传·全国接力传递

活动”在武警兰考县中队举行。图为当代
沂蒙新红嫂代表和中队官兵交流。记者
王富晓通讯员 王俊峰翟晓伟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