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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18年7月12日上
午10时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
26号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未来
大道73号院11号楼17层09号房产一
套（郑房权证字第0901008072号）。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
公司咨询详细情况，索取查阅相关
资料，携带有关证件到我公司交纳
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18年7月10-11日
联系电话：0371-69190638
网 址：www.hnycpm.com

拍 卖 公 告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经郸城诚信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代码：91411625668869080K）股东

决定，拟与周口龙润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600780536577N）

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合并前郸城

诚信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255

万元，周口龙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6930万元，合并后郸城诚信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周口龙润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6930万元。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到通知的30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45日内，债权人可向公

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履行担保，如有未完

成的债权、债务或担保，由合并后的公司继

承，特此公告。

2018年7月5日

合 并 公 告

崔纪雷、王敏章、赵四海、杨军豹、杨自
波、郝晨风、崔超平、王鹏、李伟、董磊、
王林生、赵保江、耿胜琪、申建勋、孟凡
彬、刘继红、李晓东、贾永、刘庆国、芦文
艳、王建业、张书文、吕红伟、茹祥长、茹
庆坤、张玉森、李保东、 茹庆保、孔德
湘、刘春彦、张庆富、王光领：

根据新飞政字【2018】8号文件，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河南新飞家
电有限公司以及河南新飞制冷器具
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新飞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进入破产重整程
序，为了进一步配合重整工作需要，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经向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后，自2018年6月1日起与你本人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及相关
费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新飞电
器有限公司买断工龄的实施方案》支
付。现通过公告向你送达此决定。请
你本人到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声 明 公 告

本报安阳讯（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边天亮 冯云）“市
法院承诺，让群众诉讼更加便捷。
推行自助立案、网上立案、网上缴
费，让群众不跑腿、少跑腿……市
检察院承诺，加强生态领域公共
利益保护，组织开展生态领域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市公安
局承 诺 ，建 成‘ 出 入 境 管 理 智
慧 服 务 大 厅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移 民 管 理 局‘ 只 跑 一 次 ’工 作
部 署 …… 市 司法局承诺，持续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高法

律援助质量……”7 月 3 日上午，
在安阳市委政法委召开政法系
统爱民实践服务承诺新闻发布
会，市直政法部门公开发布了 38
项爱民实践服务承诺事项。

安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汉
房在会上说，承诺既出，一诺千
金，全市各级政法机关要高度重
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真抓实
干，以实实在在的效果取信于
民。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
化为民宗旨意识，积极为群众做
好事、解难事、办实事，在服务群

众中提升理念、锤炼作风、提高效
率、改进工作，推动全市政法工作
和政法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要
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对承诺事
项要进行任务分解、量化标准、限
定完成时限，确保承诺全部兑现；
要进一步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暗
访抽查，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推动
承诺事项落实；要进一步加大宣
传力度，提高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的知晓率，公开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扎实开展好爱民实践服务
承诺活动。

一诺千金 重在落实
安阳公开发布38项爱民实践服务承诺事项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
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刘义琳）日
前，驻马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
巍峰深入委机关分包扶贫村——
上蔡县无量寺乡吴宋村，参加所在
党支部“汇聚党员力量、助推精准扶
贫”活动，与支部党员一起吃住在
村，调研座谈，助推脱贫攻坚。

孙巍峰先后听取了县、乡、村
三级负责同志脱贫攻坚工作汇
报，调研了村扶贫攻坚励志超市

运转情况，询问了村集体经济经
营状况，实地查看了村民住房和
农村环境整治情况。在座谈会
上，孙巍峰和大家一起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的讲话，和村委部分党员共
同谋划吴宋村脱贫攻坚工作。

孙巍峰说，要坚持党建引领，
配齐配强村“两委”班子，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组织优
势转化为扶贫优势，把党建活力

转化为攻坚实力。要找准扶贫产
业，摸透本地的特色与优势，让扶
贫产业真正根植于区域资源优
势，走出一条贫困群众参与度高、
特色产业竞争力强、贫困农户增
收可持续的产业脱贫道路。要壮
大集体经济，着力破解集体经济
投入不足、能力不强、效益不好、
带动不够等问题，用活产业扶持
基金，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助推脱
贫攻坚。

驻马店：吃住在村 谋划脱贫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
讯员 乔瑞锋）“看，这阵容，咱们
打击‘老赖’的力度可不小啊。”

“可不是嘛，你看，咱县委书记
是领导小组组长、县长是第一
副组长，这么多县委常委和一
些相关局委的一把手是副组
长，这‘朋友圈’杠杠的啊！”

近日，鄢陵县“坚决如期打
赢基本解决执行难”动员会即
将召开时，两名提前到场的参
会人员拿着鄢陵县“坚决如期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合行
动领导小组名单，竖起大拇指
啧啧称赞。

主席台上，鄢陵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长宏，县政府副
县长苏喜玲，县政协副主席王
鹏，县法院院长郎春燕，县检察
院检察长汪伟宏，县公安局局

长刘延召依次落座。
会上，汪伟宏宣读了全县

开展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联合行动的通知。郎春燕
通报了该县执行工作开展情
况。

陈长宏说，鄢陵县向执行
难全面宣战的“集结令”已经发
出，要提高站位、强化担当，要五
指成拳、凝心聚力，要敢于亮剑、
重拳出击，要强化“内功”、夯实
基础，要加强宣传、共铸诚信。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不惧险
阻、骁勇善战精神，闯关夺隘，苦
干实干，坚决夺取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仗的最后胜利，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为“四个鄢陵”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毛玺玺）近日，平顶
山市召开全市预防未成年人溺亡
专项治理工作第二次联席会议。
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
庚倜，副市长王朴出席会议。

黄 庚 倜 说 ，要 深 入 贯 彻 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预防
未成年人溺亡工作的责任感紧
迫感。要加大宣传力度，深入
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加强重点

水域、重点部位、重要时段安全
防范，完善技防、人防、物防措
施，加强应急救援演练，努力实
现 未 成 年 人 溺 亡 事 故“ 零 发
生”。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党
委政府、相关部门、学校、家庭和
监护人的责任，推动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综治协调、各部门
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
专项治理工作格局。

王朴说，各县（市、区）和各
有关单位要认真梳理去年以来

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总结经验、
发现规律，查找问题、补齐短板，
扎 实 做 好 宣 传 、教 育 、防 范 工
作。各中小学校要在学生离校
前上好暑期安全特别是防溺亡
教育最后一堂课，增强家长、学
生安全防范意识。

会上，平顶山市教育局主要
负责同志通报了全市预防未成年
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第一次联席
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和近期全省
发生的未成年人溺亡事件。

排查隐患 加强防范

平顶山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事故发生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
讯员 吴孔明）为深入推进精准扶
贫工作持续有效开展，近日，信
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同占
一行到固始县赵岗乡检查指导工
作，看望慰问市委政法委挂职扶
贫干部。

在赵岗乡综治中心，孙同占
详细了解综治中心工作开展情
况，查看综治视频平台，强调综治
中心要按照最新国标高标准建

设，同时注重将司法服务、信访群
工、人民调解、巡逻防控等基层站
所职能与综治中心功能有机融
合，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切实
提升服务群众水平。最后，孙同
占来到市委政法委驻乡扶贫干部
余鹏飞的寝办室，询问他的生活
情况，听取扶贫工作情况汇报，勉
励余鹏飞时时事事处处维护政法
形象、展示良好作风。

就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孙同

占说，要对基本乡情、综治平安、
信访维稳、“三大”攻坚战尤其是
精准扶贫工作等勤思考、快熟悉、
多调研，找准问题症结。对在走
村入户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要结
合政策法规和基层实际多研究多
琢磨，拿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和方案，及时为党委政府分忧解
难。要以务实的干劲、扎实的作
风，多为群众办好事实事，确保如
期完成既定的脱贫攻坚任务。

信阳：寝办室里 殷殷勉励
本报鹿邑讯（记者 尹志丹

通讯员 张振峰）7 月 2 日下午，
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到该县法
院调研，支持法院大力推进解
决执行难问题。

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侯自峰陪同下，梁建松一行实
地察看了该县法院立案大厅、
信访接待中心、家事审判庭、多
功能审判庭等场所，详细询问
了审判执行工作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该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齐梅英
汇报了2018年上半年工作情况
及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梁建松对法院审判执行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梁建松指出，要依法开展
审判和执行工作，严格规范执
法，努力让广大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要对法院在审判庭增建、司
法辅助人员招聘、信息化建设
等方面存在的困难给予支持解
决，着力提升法院队伍的建设
水平；要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
强制性，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联合惩戒力度，召开相关
单位联席会议，做好全县范围
内执行典型案例宣传，支持法
院大力推进解决执行难问题；
对于涉及全县重点建设项目的
案件，要坚持依法办案、公正办
案、高效办案，切实解决实际问
题；要加强全县诚信诉讼建设，
提高诉讼参与人的法治意识和
诚信意识。

该县检察院、编办、国土
局、住建局、公安局、司法局等
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党委领导下
力破执行难

支持法院大力推进解决执行难问题

鹿邑县

发出向执行难全面宣战“集结令”

鄢陵县

脱贫攻坚中的政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