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李红伟等2人《司
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

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漯河冠东法医临床

司法鉴定所李红伟；漯河科技法

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张德业，上述

2人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

于2017年11月16日被我厅依

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7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尹昕《司法鉴定

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

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南阳宛中法医临床

司法鉴定所尹昕的《司法鉴定人

执业证》已于2017年 11月 20

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7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胡殿邦《司法鉴
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

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南阳万和法医临床

司法鉴定所胡殿邦的《司法鉴定

人执业证》已于2017年11月23

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7日

河南信行律师事务所受河南省大学科
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指派张帆律
师发表声明如下：

位于郑州高新区长椿路与梧桐街
交叉口处的“天时科技大厦项目”开发
主体为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目前该项目因投资商河南天时置
业有限公司的资金来源涉嫌非法集资
被司法机关查扣，该项目现不具备销
售条件，任何形式的销售行为不仅违
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要
求，而且严重违反了司法机关的办案
程序，提醒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谨防
受骗，特此声明。

河南信行律师事务所
张帆律师

2017年12月7日

律 师 声 明
河南和谐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翟小燕诉永辉超市河
南有限公司济源文昌路分公司及你单位工
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争议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将裁决结果对你单位直
接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济劳人仲裁字（2017）第81号裁决书，裁决
结果为：“……3、被申请人河南和谐人力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在本裁决生效后十日内
为申请人补缴2013年4月至2013年8月、
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的养老、医疗保
险费单位应承担部分，申请人承担自己应
承担部分……。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本裁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济源市人民法
院起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7日

公 告

河南和谐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常方明诉永辉超市河

南有限公司济源文昌路分公司及你单位工
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争议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将裁决结果对你单位直
接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济劳人仲裁字（2017）第82号裁决书，裁决
结果为：“1、被申请人河南和谐人力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应在本裁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经济补偿金
7925.44元。2、被申请人河南和谐人力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在本裁决生效后十日内
为申请人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并补缴
2013年5月27日至2016年12月17日的
上述保险费单位应承担部分，申请人承担
自己应承担部分。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本
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济源市人民
法院起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7日

公 告

河南普惠三农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石春娟诉你单位工资

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将裁决结

果对你单位直接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济劳人仲裁字（2017）第87号

裁决书，裁决结果为：“1、被申请人河南普

惠三农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被拖欠的工

资2200元。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申诉请

求。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济源市人民法院起诉。”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7日

公 告

济源市华祥真空电器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陈建国、成新珍、姚阳阳诉

你单位工资、社会保险争议一案[济劳人仲
案字（2017）第339-341号]。因无法将仲
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相关法律文书对你单位直接送达，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答辩期满后的2018年2月23日
8：30时在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仲裁庭（地址：河南省济源市黄河路
811号济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到庭参加庭审，届时不到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期限为闭庭后的10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7日

公 告

本报讯 今年以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检
察院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认真落实区委、
区政府和上级检察院督查督办工作的有关要
求，以确保政令畅通、检令落实为目标，以抓落
实、促执行为切入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不断
完善工作制度，努力创新工作措施，有效促进
了督查督办工作的深入开展。

该院加强制度建设，明确督查人员、督查
时间节点、整改责任人等，做到督查要求明确、
督查责任落实。该院党组多次召开党组成员
会、检察长办公会和全院干警大会，对干警进

行督查督办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教育，使检察干
警充分认识到，开展督查督办工作是自觉接受
领导和监督的重要手段，是转变机关作风、实
现各项决策目标的重要保证，是有力推进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

在此基础上，该院成立了督查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以办公室为主体，政治处、纪检科、案
管中心等部门密切配合的联合督查督办机制，
改变了原有的督查工作“单兵作战”的局面，推
动工作任务有效落实。

该院坚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责任分

工、协调配合，实事求是、注重效率，绩效管理、
奖惩并举”的工作原则，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将
上级检察院下达的业务目标和区委、区政府的
有关决策部署，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
以及上级交办的事项等，均纳入督查督办范
围，使督查督办工作重点突出、有的放矢。

通过科学的督查督办工作，该院的各项工
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进一步推动
了检察机关效能、工作质量、办公效率的提升
和执法作风的改进。

（马连杰曹鹏亮）

本报讯 有人要建房或拆迁房屋，亲朋好
友、街坊邻里等总会义务帮忙干活，而工程建
设期间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万一帮忙的人不
慎受伤，被帮的人是否需要赔偿？

2013年底，中牟县刘集镇丁庄村集体拆迁
工程开始施工，刘某热心地帮助张某家拆房时
不小心摔伤，先后在中牟县人民医院和郑州大
学一附院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5万元，但张某
不愿赔偿高额的医疗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用。
2017年4月15日，经中牟县人民法院调解，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张某于2017年6月1日前支付给
刘某8万元治疗费。但张某对达成的调解协议
置若罔闻，一直没有兑现承诺。

2017 年 10 月 18 日，刘某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得知刘某家庭困难的情况后，中牟县人民
法院执行干警非常重视，在通过网络查控没找
到张某相关财产线索的情况下，于 11 月 14 日
对其实施强制拘传。之后，张某的家人立刻送
去了 8万元现金，作为刘某的治疗费。该案得
以顺利执结。

承办该案的执行员王磊说，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帮工人因
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
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
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
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
当补偿。 (鲁韶华）

解除车辆挂靠合同公告
由于下列货运汽车挂靠在我公司(车

队)名下,车辆所有人严重违反合同规定,长
期不按约定缴纳各种规费,不履行合同义
务,为维护我公司(车队)合法权益,根据《合
同法》第九十四、九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特通知解
除以下车辆所有人与我公司(车队)的挂靠
关系。给我公司(车队)造成的损失,我公司
保留诉讼的权利,如有异议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视为同
意解除挂靠关系。解除挂靠车辆车号如下:
1、豫HF0783，杨阵阵；2、豫HB1727，常建
文；3、豫HF6376，王磊磊；4、豫H135D挂，
李 京 民 ；5、豫 H7500，马 迎 东 ；6、豫
HB6024，牛程城；7、豫HD5911，康小永；
8、豫HD5237，和哲昆；9、豫HD6024，牛程
城，10、豫HB0408，史新明；11、豫H3267，
史新明

焦作市世明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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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质效咋保证？督查督办发力

治疗费用难讨要？强制执行奏效

发现线索 组织专人调查

2017 年 11 月，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在
工作中发现线索：活跃在网络上的一电信诈骗
团伙以国家正在解冻追回海外历史遗留的民
族资产，并用该资产向民众发放扶贫资金为
由，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大量“会员”，收取相应
的“项目费”。

经初步摸排调查，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
大队长张慷发现此案涉及人员多、金额大，立
即向郑东分局领导汇报。郑东分局责成案件
侦办大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快速侦破
此案。

因该团伙分散在全国各地，取证工作有一
定难度。专案组一方面组织精干力量对该团
伙的人员架构和诈骗模式继续开展调查，另一
方面安排侦查人员分赴广东、贵州、云南等地
查询有关银行信息，落实受害人数、涉案金
额。经过侦查人员近一周的连续工作，该诈骗
团伙的主要活动范围终于被调查清楚。

分头抓捕 骨干悉数落网

在相关警种的配合下，办案民警经过缜密
分析研判，初步锁定了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
藏匿在河南某市、广西某市。11月22日，办案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由张慷带队赶赴广西某
市，一路由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教导员李耀

宗带队赶赴河南某市。
张慷一行驱车从郑州出发，到达广西某市

后得知嫌疑人在广东珠海作案，遂让一部分办
案民警从广西某市直奔珠海。办案民警到达
珠海未能发现嫌疑人的踪迹，又返回广西某
市。经过连续作战，11月26日，张慷一行将在
广西某市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杰抓获。同时，藏
匿于河南某市的该团伙骨干成员也悉数落网。

抽丝剥茧 还原案件真相

嫌疑人常某供述，其在2017年4月联系到
之前做基金项目的“何大姐”，称可以使用“黄
氏基金会”（据称,该基金会负责人黄某是百岁
老人，长期在美国疗养）的名称开展业务，7月
底便组建了相关团队，并根据刘某标等人伪造
的海外资产项目文件、材料，分头实施诈骗。

据办案民警介绍，2017 年 7 月以来，刘某
标等人先后多次与“黄氏基金会”的常某对接，
声称有数百亿元海外民族资产可以解冻，需要
该基金会在民间寻找诈骗对象发展为“会员”，
一旦资产解冻追回便分给每个“会员”80万至
200 万元不等的养老费用。该基金会模仿军
队建制，下设8个“军级”编制、4个“独立师”、3
个“独立团”。同时，每个“军”下设 4 个“师”，
每个“师”下设3个“团”，每个“团”下辖10个微
信群，每个群成员为 450 人左右，群成员发展
对象为 40 岁以上陌生人，进群后即被推荐上
述投资项目。“会员”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

将“项目费”交给群主，群主汇总所有“会费”并
附“会员”身份信息，层层上报至该基金会财务
部。

因该基金会打着扶贫资金的名义，且“项
目费”在 69 元到 200 元之间，不到半年时间已
拉拢 20 余万人“入会”，涉及金额 1500 余万
元。11 月 26 日刘某标到案时，以此方式获取
的大量现金绝大部分被挥霍消费，还随身携带
有177万元人民币、350万元港币。

目前，该团伙的 12 名主要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民警提醒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是一种借助

互联网传播，集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新
型、混合型犯罪。大家不要轻信他人在网络上
发布的相关信息，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尽快向
公安机关报案。 （线索提供 秦丹）

“解冻海外民族资产”就是一个圈套

“项目费”尽入骗子腰包
涉嫌诈骗的12人被郑州市郑东警方抓获

□记者 杨勇/文 宁晓波/图

近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经过周
密部署，适时出击，成功打掉以“解冻海外资产”为由实施诈骗的团伙，抓获涉
案嫌疑人 12名，涉案金额1500余万元。

警方缴获的部分赃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