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巩义讯（记者 杨占伟）11月 15
日，巩义市召开“六五”普法总结表彰暨

“七五”普法动员大会。巩义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梁险峰，巩义市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贾孟杰出席会议。

据了解，“六五”普法期间，巩义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法治巩
义建设为主线，紧扣中心工作抓普法，
突出重点对象抓学法，着眼依法治理抓
用法，圆满完成了“六五”普法任务。

梁险峰在会上说，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全市各单位、各部门要紧紧围绕“七
五”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目标任
务，采取有效措施，把全市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
推动巩义市依法治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悉，巩义市2015年荣获全国第三
批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称号；
2016 年被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授予“2011-2015 年全国法治宣传教育
先进县（市）”称号。

梁险峰在巩义市“七五”
普法动员大会上要求

推动依法治市工作
再上新台阶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刘安然
陈磊）近日，许昌市中级法院院长韩玉芬担
任审判长，与两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在该
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庭审开始前，韩玉芬向双方代理律师说
明，由于在庭前已经组织双方交换了相关证
据，庭审采取质辩合一的方式进行。随后，
在韩玉芬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分别陈述了
各自的意见和依据。韩玉芬倾听双方意见，
认真审查证据，归纳争议焦点，引导当事人
围绕焦点发表辩论意见。

法庭上的发言，通过庭审智能语音系统
自动生成为庭审文字笔录，实时呈现在双方
当事人和审判人员面前的展示屏上。

法庭查明：被上诉人陈某等 13 人在上
诉人长葛市某陶瓷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共被
拖欠工资款 144324 元。经劳动监察部门、
劳动保障诉调对接中心等先后调解，双方曾
达成支付拖欠工资款的调解协议。后因追
要无果，陈某等 13 人诉至长葛市人民法
院。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长葛市某陶瓷有限
公司支付欠款。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我们对欠农民工工资一事无异议，但
企业资金链断裂，请求推迟支付。”上诉人代
理人最后向法庭陈述。

“我们不同意推迟支付，农民工挣钱不
容易。”农民工一方的委托律师、被上诉人代
理人也向法庭提出了最后意见。

“双方对基本事实无异议，时至年底，上
诉方要想办法支付拖欠的工资。建议双方
在休庭后继续参加调解；如不能达成调解协
议，本案合议后将择日宣判，现在休庭！”韩
玉芬宣布。

许昌中院院长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河南宏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33494230142）

本委已受理金宸与你单位的劳
动争议案件（郑东劳人仲案字[2016]
143号），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现依法
公告送达。你单位应当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日内向我委提交答辩书，
逾期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
序的进行。本委定于2016年11月
22日上午8时50分在郑州市郑东新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二仲
裁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的，本委将缺席裁决。本委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16年11月16日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
审核，以下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和2家社会
团体准予登记成立，特此公告。名称、法人
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分别为：
宜 阳 县 老 年 人 体 育 协 会 、杜 延 萍 、
51410237MJF933042K；宜阳县香鹿山社区家
政服务协会、张向锋、51410237MJF933069B；
宜阳县樊村镇马道佳音幼儿园、刘社云、
52410237MJF934029B；宜阳县柳泉镇鱼泉
村花儿双语幼儿园、彭艳艳、52410237MJ
F9340451；宜阳县城关镇东街学前教育中心、刘
玉翠、52410237MJF934053U；宜阳县三乡镇
星星幼儿园、冯淑娜、52410237MJF934061N；
宜阳县樊村镇铁炉明德幼儿园、谷江涛、
52410237MJF93407XE；宜阳县赵保镇铁佛寺
育博幼儿园、王晶晶52410237MJF934088E；
宜阳县盐镇乡佛窑馨语幼儿园、温蒙恩、
52410237MJF9340969；宜阳县樊村镇里河
幼儿园、赵玉兰、52410237MJF934002K。

宜阳县民政局公告

李霞、刘维营、郑州好日子园艺有限公司：
陶广军依据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出具的（2015）郑绿证经字第704号赋予
《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于2016
年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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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0元）；2、借款期间内
利息：人民币叁万零贰佰伍拾元整
（￥30250.00元），自2015年5月11日起
至2015年9月11日止；3、逾期利息、违约
金等：按月息2％计算，自2015年9月12
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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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号盛润
国 际 广 场 西 塔 12 楼 。 联 系 电 话 ：
61870500（王女士）61870531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6年11月16日

公 告

李霞、刘维营、郑州好日子园艺有限公司：
刘春阳依据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出具的（2015）郑绿证经字第1663号赋予
《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于2016
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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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贰
拾万元整（￥200000.00元）；2、借款期间
内利息：人民币壹万壹仟贰佰元整
（￥11200.00元），自2015年5月7日起至
2015年9月6日止；3、逾期利息、违约金
等：按月息2％计算，自2015年9月7日起
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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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号盛润
国 际 广 场 西 塔 12 楼 。 联 系 电 话 ：
61870500（王女士）61870531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6年11月16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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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推进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省 十 次 党 代 会

加强党建工作 带好政法队伍
洛阳市委政法委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
向阳 通讯员 刘晶刚 赵昱柱）11 月 14 日上
午，洛阳市委政法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全市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会上，洛阳市委常
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尚英照原原本本领学
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准则》《条例》的说明，传达

学习了省委常委、副省长、洛阳市委书记李
亚的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政法机关要不断深
化对《准则》《条例》和说明的学习领会，准确
把握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强化“四个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更加扎实地把上级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要求，全市政法机关要对党绝对忠
诚，要心中有责、强化担当，遇有重大突发
事件第一时间靠前指挥、防控风险。要坚
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牢选
人用人关口，选好配强班子，形成良好政治
生态。要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要落实好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好方向、带好队伍。
要加强作风纪律养成，从严要求管理政法干
部、政法干警。

▶入冬以来，扶
沟县公安局在辖区
组织开展了“大巡
逻、大排查、大防控”
专项行动，全力打压
各类犯罪活动空间，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图为11月13日，该局
执勤民警在对过往
车辆进行盘查。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龙喜 摄
影报道

◀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的安排部
署，11月14日,渑池县公安交警10人
执法小分队到义马展开异地执法行
动。10人执法小分队分早、中、晚三
个时段重点查处酒驾、醉驾、毒驾、超
员、超速、无证驾驶、涉牌涉证、危险
化学物品违法运输和农用车违法载
人等违法行为。图为渑池交警在义
马现场劝止农用车违法载人行为。

记者 马建刚 特约记者 李健 摄
影报道

（上接01版）由政法委牵头，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土地局、房产局、建设局、税务局、
工商局等相关成员单位组成解决执行难问
题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的重大执行案件、敏感案件、非法干预案件
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遇到的自身难
以解决的其他问题。

新郑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李清海
说，公安局将紧密配合法院在搜证、抓捕等
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形成合力共同打击拒执
罪，推进解决执行难工作，对需急办、快办案
件将抽调技侦、刑侦等多警种配合，对大案、
特案将由局分管领导亲自督办。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检察、劳动
保障、规划、国土房产、建设、税务、工商、民

政、财政、招投标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协
助人民法院执行的工作制度，并配合人民
法院建立有关信息沟通和执行工作联动机
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加强人
民执行工作机制，新郑市不断加强各成员单
位联动管理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在融资、
投资、经营、置产、出境、注册公司、日常消费、
提拔使用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限
制。新郑市法院与各单位构筑执行工作联
动长效机制，明确各单位职责，提供所需信
息。法院在借助联动机制加大执行力度的
同时，也及时将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反
馈给各成员单位，形成执行工作各部门有责
的局面。新郑市还加强信息整合，与各部门
信息共享，方便法院查询、执行。

新郑市法院院长王栋说，新郑市在8月
份实行执行联动机制以来，已取得初步成
效，改变了以往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唱独角
戏的局面，一些执行“骨头案”被攻克，一定
程度上破解了困扰法院的执行难问题。

新郑市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执行难工
作机制，加大妨碍民事执行威慑机制运行
的失信惩罚力度，对那些有执行能力而逃
避执行或藐视法律、公然抗拒执行的当事
人，要依照法律大胆、准确地适用强制措
施。新郑市法院与新郑市公安局建立侦查
情报信息协作机制，重点布控涉案人员的
户籍、车辆、工商登记等信息；与检察院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严厉打击拒不履行法院
生效判决、暴力抗拒执行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失信惩戒机制，由各种守信主体共同参
与，特别是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等，让各部
门各负其责，根据职能参与对失信被执行
人进行惩罚，从而将一方与失信者的矛盾
上升为全社会与失信者的矛盾，增大失信
成本，最终迫使失信者履行义务。

新郑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赵建
武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联席会上要求 60 多家综治会员单
位，要认识到位，开拓创新，形成合力，强化
责任追究，确保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据统计，新郑市执行联动机制实施以
来，新郑市法院执结案件 800 余件，执结标
的额近2000万元，拘留“老赖”3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