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牛合
保）今年以来，淇县公安局紧紧围绕淇县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实际，发挥党建引领思想
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正规化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民生
水平，着力打造“书记带头干、党员带着民警
干”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民警的先锋模范作用，打
造了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
律过硬、作风过硬的公安队伍。该局刑事打
击硕果累累，治安防控严密有序，扶贫攻坚
有声有色，民生服务赢得了群众称赞，保障
了淇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结合，让党建
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安工作的强大动力。在

今年的“雷霆百日”专项行动及扶贫攻坚工
作中，该局在工作一线组建了攻坚临时党支
部，为更快破大案、更多破小案，充分整合
刑侦、经侦等资源，实现多警种优势互补、
侦查资源有机整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临时党支部对重大案件实行统一指挥、
统一调度、统一行动，提升打击综合效能。
在近期的扶贫工作中，扶贫工作组临时党
支部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党员切实发挥
了模范带头作用，让全局的扶贫工作达到了
预期的目标。

为了让群众真心满意，该局一线基层党
支部要求民警将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将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落脚点，通过踏
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来检验党建工作成效，

将党建、队建成果转化成兢兢业业保民安的
实际成效。

同时，该局以“围绕执法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执法”为突破口，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切
实把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落实到执法
办案、化解矛盾等工作中，构建了“打防控一
体化”的治安防控新体系，提升了社会管理
水平，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盗窃、抢劫、抢
夺、诈骗等侵财型案件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关注的，该局从解
决老百姓最关心、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入手，
切实发挥党委班子成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和
民警一同出警巡逻，一同蹲点布控，一起深
入社区入户走访，把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作为公安工作惠民的核心，始终保持对

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今年以来，先后组织
开展了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雷霆百
日”会战等严打整治行动，破获了一系列案
件。同时，为实现最大限度地屯警街面，淇
县警方 24 小时不间断实施车巡与步巡相结
合、着装与便衣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
蹲点与流动相结合的巡逻防控新机制，强化
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易发案地段、时段的
巡逻控制，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见警率和满意度，群众安
全感大幅提升。“以前谈到党建工作，老百姓
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通过治安环境的好
转，群众发现淇县公安机关的党建也给他们
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淇县公安
局局长王军说。

梁玉强、杨彩云：
魏正宇依据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于2016年8月23日出具的（2016）郑黄证
民字第11054号公证书，于2017年8月17
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梁玉强、杨彩云出具
执行证书，抵押人为梁玉强、杨彩云，抵押物位
于二七区航海路97号台胞小区169号院，房
屋他项权证编号为豫（2016）郑州市不动产证
明第0004054号。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
民币壹佰万元（RMB1000000.00元），借款期
间利息人民币陆万元（RMB60000.00元），逾
期利息（自借款合同届满次日起至申请执行书
之日，此期间为人民币壹拾柒万陆仟陆佰陆拾
柒元，RMB176667元，按月利率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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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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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7年8月21日

公 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

于2017年9月18日10时至2017年

9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浚县黎阳

产业集聚区两块土地及其地上九套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

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DlVt&us

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21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亚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贾冰心、黄浩然、陈政权、

张海军、卢欣焕、任静思、刘海燕、曹男、张
弛、刘文冰、李萌星、宋凡非、赵凯军、胡文
浩、贾竹青、郭二超、张宁、杨光诉你单位关
于拖欠工资、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金金争
议一案（金劳人仲案字[2017]第283-298、
311、312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
请书副本、申请人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证
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
委定于2017年11月7日下午2：00在本委
仲裁庭（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卫生路39号附
1号502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8月21日

公 告

法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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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
讯员 少杰）8 月 18 日 15 时 50 分，
济源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玉阳山景区山顶处有人掉下山，
情况十分危急。济源市公安消防
支队王屋大队王屋中队立即出动
14 名官兵赶往现场处置，途中与
报警人联系，了解被困人员情况，
并制订了周密的处置计划。

由于路途遥远，消防官兵于
17时 20分到达现场，发现一年轻
男子掉进栅道下 20 米处。原来，
该男子是一人前来爬山的，不慎失
足掉至山下。由于山内树林密
布，救援官兵无法直接接近被困
人员，指挥员立即下令利用救援
绳索悬垂至被困人员处，并第一
时间查看被困人员的伤势。随
后，消防官兵利用安全吊带和救
生滑轮组对被困人员实施营救。

经过近 30 分钟的紧急救援，
消防官兵与壹基金户外救援队合
力，将被困男子成功救出。经医护
人员查看，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
随后，消防官兵利用担架徒步近两
个小时将被困人员送上了救护车。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振 张
志辉）日前，一辆载有 30 吨汽油的罐车在封丘县
境内遭遇事故，导致车内汽油泄漏，情况危急。
封丘警方及时联合当地消防部门，经过连续 5 个
小时的不懈奋战，成功将险情排除，有效预防了
次生事故的发生，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8 月 14 日 2 时 52 分，封丘县公安局 110 指挥
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封丘县城西入口与西环五
岔路口处有两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警方
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接报后，110 指挥中心的工
作人员立即指令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
民警赶往现场处置。

经查，该事故系由驾驶员张某驾驶一辆重
型半挂牵引车沿 227 省道由西向东行驶过程中，
与前方徐某驾驶的一辆油罐车追尾引发。事故
中，由于油罐车后排油管被撞裂，导致车内汽油
大量泄漏。该油罐车内承载有 95 号汽油 30 吨，

事故现场位于人流和车流量均较大的县城城郊
交通要道，过往人员和车辆较多，泄漏的汽油一
旦遭遇明火，极易引发火灾和爆炸事故。

了解情况后，先期赶往现场的民警一边封
锁现场，分流周边人员和车辆，一边立即将事故
情况上报封丘县 110 指挥中心，请求支援。见情
况紧急，封丘警方立即组织交警、治安等相关部
门民警赶往现场增援，同时通知当地消防部门
一同前往处置。

为防止泄漏的汽油遭遇明火引发火灾和爆
炸事故，民警和消防官兵紧急调集两辆油罐车
对事故罐车内的汽油进行转运，同时，采取沙
埋、水冲等方法对现场泄漏的汽油进行稀释和
物理隔离处理，防止引发次生火灾事故。

经过参战民警和消防官兵连续 5 个小时的
不懈奋战，最终，事故油罐车内的汽油被妥善转
运，现场泄漏的汽油被安全处理，该起由交通事
故导致的油罐车泄漏事故被成功处置。

本报讯（记者 李鹏飞 通讯员 鲁韶华）近
日，中牟县法院在处理一起亲兄弟财产分割纠
纷案时，执行干警认真分析案情，主打温情、亲
情牌，仅用 3 天就成功和解执结，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悉，张大（化名）与张小（化名）是一对亲
兄弟。今年，原本四代同堂的两兄弟在老母亲
过世后决定分家，但在分家过程中，兄弟俩因
多年来积压的小矛盾而发生争执，最终双方对
簿公堂。法院判决张大给付张小财产折价款
3万元。判决生效后，张大拒绝履行判决确定
的义务，张小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中牟县法院执行局立刻到被
执行人张大的住处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但张
大的妻子以丈夫去外地做生意不在家为由，拒
绝在送达证上签字，也不说张大回家的时间。

执行法官经多方打听，找到了被执行人张
大的手机号。在电话的交谈中，细心的执行法
官发现长大与张小在处理老母亲的后事中意
见不统一，双方存有怨气，一直在相互赌气，
但张大确实有履行判决确定义务的能力。掌
握了较为全面的情况后，执行法官耐心地对
张大进行说服教育。最终，张大于 8 月 18 日
来到中牟县法院缴纳了全部款项，两兄弟握
手言和，冰释前嫌。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牟县法院在执行家
庭财产纠纷案件中，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特殊
关系入手，加大说服教育力度，主打温情、亲情
牌，多措并举，耐心规劝当事人及双方亲属重
归于好，和解率达到100%。

本报讯（记者 路歌 通讯员 陈鹏飞 李爽）
“荆某，无论你有什么借口，都不能成为拒不执
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托词……”8 月 17
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荆
某进行了训诫。这是近日该院开展“秋季风暴”
专项执行活动的一个缩影。当天，该院还召开
了“秋季风暴”专项执行活动动员会，该院执行
局全体干警和 40 名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代表

参加了动员会。
据悉，在动员会前，该院已经打响了“秋季

风暴”的第一枪，连续两天开展了夜间集中执行
行动，共司法拘留 21 人。该院院长王炅在动员
会上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执行干警要发扬敢
于攻坚的工作作风，保持打击“拒执”的高压态
势，乘胜追击，迅速掀起秋季执行风暴，以实际
行动赢得群众满意。

油罐车泄漏 警方5个小时紧急排险

兄弟分家闹纠纷
温情执行促和谐

乘胜追击 打响执行“秋季风暴”第一枪

8月19日，50名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
来到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和郑州的“战
狼”来了一次零距离接触。狙击枪、突击
步枪、激光炫目枪；生命探测仪、破拆设
备；精彩刺激的擒敌拳表演、攀登速降，这
些都让孩子们激动不已。活动结束后，很
多孩子追着特警叔叔求合影。“他们就是
我心目中的冷锋叔叔”，一个孩子说，有他
们的守护，感觉很安全。

记者 杨勇 通讯员 辛艳明 摄影报道

游客掉下山
消防官兵及时营救

与郑州“战狼”的亲密接触

坚持用党建引领 建设群众信赖的公安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