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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警方合成作战
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军警诈骗案件

本报讯 近日，泌阳县公安局刑警二中
队、四中队合成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冒充军
警的诈骗团伙，及时挽回了受害人的财产损
失。2016年12月27日，泌阳县泌水镇居民焦
某报案称，其朋友介绍的消防队“刘队长”告
诉他消防队有 5000 平方米地坪的工程要外
包，同时还需要焦某代消防队购买高低床，并
向其提供一个厂家电话。焦某与该厂家联系
后，该厂家称可以发货，但需要预交 5万元定
金，焦某遂向该厂家提供的账户存入现金 5
万元。后焦某发觉被骗，遂报警。专案民警
经过努力，今年 1 月 7 日，成功将犯罪嫌疑人
及其同伙在一餐馆内抓获。经突审，犯罪嫌
疑人李某、高某、魏某 3人对其冒充军警诈骗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侦办工作
正在进行中。 （张玉帆）

南乐警方打击侵财犯罪成效明显

本报讯 在全力抓好打击侵财犯罪“飓风
行动”第一战役的同时，南乐县公安局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超前部署 2017年的打击犯罪工
作，强力向“盗抢骗”犯罪发起新一轮攻势，成
效非常明显。仅1月份，全县共破获侵财犯罪
案件 80余起，同比上升 224.29%；共抓获侵财
犯罪嫌疑人23人，同比上升109.09%。一是抓
机制保障，全力构建全警打击格局；二是抓破
案打击，全力掀起破案攻坚热潮；三是抓手段
支撑，全力提升破案追逃实效；四是抓追赃返
赃，全力回应人民群众关注的案事件。（田政）

热心民警送迷路老人回家

本报讯 2月5日凌晨，南召县公安局白土
岗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称，该镇白河店
桥头加油站一名 60 多岁的老人迷路找不到
家，希望得到民警帮助。值班民警焦海波、赵
宇立即赶到现场，为老人买来热饭并询问老
人的身份信息，发现老人思维模糊说话不清
晰。正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焦海波突然

想起前几天看到南召贴吧上有寻找老人的求
助信息。于是，焦海波立即进贴吧寻找相关
信息。经过不懈努力，警方成功联系上了老
人的家人并将其送回家中，当民警回到派出
所时已是凌晨3点46分。 （石龙存）

民警走访调查 精准扶贫

本报讯 社旗县公安局山口警务室精准扶
贫，民警深入该县山口村的贫困户认真开展走
访调查，查找致贫原因，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全覆盖，与群众共同想办法、找路子，科学制定
措施计划，帮助帮扶对象早日脱贫。（李汉鹏）

线路老化引火灾 警民协力救援

本报讯 2 月 14 日晚，南召县公安局板山
坪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称
板山坪镇上楼村火神庙组村民刘某家中因电
线线路老化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准备
下班的该所副所长、社区民警朱宝和民警刘
亚、辅警李正正迅速出警。上楼村地处大曼
山中部，交通不便，消防车无法进入火场，朱
宝就带领刘亚、李正正和附近群众与消防官
兵齐心协力进行紧张的救援，争取把损失降
到最低。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火势得以控

制，房主刘某感激得热泪盈眶。 （艾旭）

严查烟花爆竹

本报讯 今年以来，社旗县公安局大冯营派
出所张营警务室，通过在辖区张贴宣传标语、公
布举报电话等方式，广泛宣传非法生产、销售、购
买烟花爆竹的危害性，查获储存的劣质烟花爆
竹近200件，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李汉鹏）

长垣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成功抓获多名网上逃犯

本报讯近期，长垣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全
力开展追逃工作，经过深入摸排、强化巡逻、快
速出击，在短期内连续抓获3名网上逃犯后，再
次抓获一名网上逃犯侯某。近日，该大队民警
对在逃人员进行细致摸排与梳理，经分析研判
获悉：因故意伤害罪被武邱派出所上网追逃的
侯某几日前曾出现在该县蒲东区，遂加强对蒲
东区的巡逻防控，力争抓获侯某。2月19日3时
许，该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李飞带领民警在蒲东区
某街道将侯某成功抓获。经讯问，侯某对其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侯某已被移交武邱派出
所等待进一步处理。 （牛广杰）

河南森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349671511）：

本委已受理刘洪飘、单志航与你单位
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件（郑东劳人仲案字
【2017】第043号、郑东劳人仲案字【2017】
第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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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本委定于2017
年5月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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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位应当在开庭三日前完成举证，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委将缺席裁决，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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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3日

公 告

郑州市港龙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未向巩义市市容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于2017年2月15日在巩
义市市区建成区擅自设置户外广告22处，
现已设置完成。违反了《郑州市户外广告
设置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

现责令你公司：
1.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
2.限七日内申请办理户外广告审批手

续或自行拆除上述户外广告。
因你公司拒不接受调查处理，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巩执法罚责改〔2017〕
第0798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限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巩义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领取《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巩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7年2月23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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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氏同仁三门峡制
药有限公司经营生产地搬迁工程
的总投资为 10.8 亿元，预计不动
产建筑安装工程总投资3.9亿元，
设备机器购置款 6.9 亿元。卢氏
县国税局营改增专家团队，主动
上门帮助企业算“明白账”，根据
最新营改增政策，该公司可以享
受抵扣税款总额1.04亿元。该公
司负责人王非高兴地说：“项目后
期将继续扩大规模，这 1 个多亿
的抵扣项目又可以追加新投资
了。企业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引进
技术和人才，进行装备升级改造，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王非还表示，自从营改增后，大
部分项目可以纳入抵扣范围，愿
意和他们合作的企业也越来越
多，同时，税务部门的管理也越来
越规范，这都是全面营改增所带
来的红利。 （麻鸣 陈南朴）

本报讯 自2016年5月1日起
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在卢氏县
国税部门的全力指导下，卢氏县
所有营改增企业顺利实现转型改
革。转型的具体效果如何呢？

“营改增政策真是好啊，今年
不但盈利增幅，而且又省下来一
部分资金用于扩建规模。”中国黄
金集团中原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董卫军指着新运来的几台设备对
笔者说，该公司这几年一直想扩
建规模，但因为资金占用较多，扩
建的计划一直被搁置。据董卫军
介绍，去年 5月份以前，该公司井
下巷道业务一直是由第三方承包
公司到地税局进行申报纳税，取
得建筑安装发票，5 月份全面推
行营改增后，承包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直接纳入抵扣范
围，仅仅半年的时间，就已申报抵
扣了 214万元的税款。按照这样
的进度，2017 年全年，该公司能
抵扣 400 万元左右的税款，全年
利润也必将稳步上涨。（麻鸣）

从 2008 年至 2014 年年底，许昌某机械制
造公司法人代表任某，为增加该公司的订单并
及时获得拨款，多次向许昌某国企采购中心的
业务员杨某和该中心前后两任主任曾某、赵某
行贿。2008 年中秋节至 2010 年春节前，任某
先后4次向杨某行贿现金共计4万元。2010年
中秋节至 2013 年中秋节前，任某向时任许昌
某国企采购中心的主任曾某先后行贿5次，共
计现金8万元。之后，赵某接任该采购中心主
任，任某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次共向赵某行

贿 3 万元。收受贿赂后，杨某、曾某和赵某都
利用职务便利，为增加任某所在公司的订单和
及时拨付货款提供了帮助。案发后，杨某、曾
某和赵某均以受贿罪获刑。

2月21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对这起行贿
案作出判决，许昌某机械制造公司犯单位行贿
罪，被判处罚金10万元，许昌某机械制造公司
法人代表任某犯单位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单位许昌某机械
制造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 3 名国家
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
被告人任某作为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人，其
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法院遂作出上述判
决。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芦萍 李培）

2016年，淮滨县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孙某诉张
某（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年3月28日，该院经
审理，判决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
孙某借款 5 万元及利息 1.1 万元；案件受理费 1000
元，由张某承担。判决生效后，因张某到期拒不履
行法院判决，孙某遂于 2016年 7月 5日向淮滨县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后，向张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并于2016年8月1日作出裁定，扣押张某丈
夫名下的号牌为豫S66×××的车辆一辆。后张某一
直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经查，张某丈夫名下
有两辆汽车，在淮滨县城关镇某村有住房一套，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

2016 年 12 月 12 日，淮滨县法院以张某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

以张某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由将案件退
还法院。后孙某提出刑事自诉，请求追究张某的刑
事责任。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孙某和张某达成和解协
议，并执行终结。

淮滨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对人民法
院已生效的判决有能力履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孙某
指控的罪名成立。张某已与孙某达成和解协议，取
得了孙某的谅解，并执行终结，根据其犯罪的具体
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法
院遂依法判处张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免予
刑事处罚。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马威）

2011 年 1 月 27 日，闫某经同村的张某、王某、
李某担保，向刘某借款 6 万元。此后，闫某仅向
刘某清偿了部分利息，下余借款长期不还。后
刘某将借款人闫某及 3 个担保人诉至方城县法
院。

法院经审理，判决闫某承担归还借款本金 6万
元及剩余利息的责任，3个担保人张某、王某、李某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4人仍拒不清偿
借款。

2016 年 8 月 6 日，刘某申请方城县法院对案
件进行强制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4 名被执
行人经执行人员通知后仍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执行人员于 2017 年 2 月 9 日对担任村会
计的被执行人王某实施了司法拘留。王某被拘

留后，仍抱着“扛过拘留 15 天，出去照样不还钱”
的顽固态度，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执行干警了解到王某的态度后，近日到拘留
所对王某进行了思想教育，告知其作为一名村干
部，如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将
会启动执行联动机制，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
议，不但会对其个人的任职、评先等行为产生严
重影响，必要时还将通过组织程序追究其党纪
政纪责任。经过几番批评教育，王某认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遂主动联系家人与其他担保人一
起到法院偿还了全部债务，该案得以成功执结。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顾东升）

贿赂国企官员
公司法人代表获刑

为增加公司业务量，许昌某机械制造公司多次向负
责该公司采购产品的许昌某国企采购中心的前后两任
主任和一名业务员行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遇到“老赖”不还钱
刑事自诉让申请人拿到案款

卢氏县国税局
营改增红利之风

吹进豫西山城（一）

卢氏县国税局
营改增红利之风

吹进豫西山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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