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观念 提业务 强监督
本报讯 自检察院“两反”转隶

后，各业务科室职能均有所变化与调
整。为此，范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
科进行强学习、深领会、细研讨，提出

“转观念、提业务、强监督”工作方法。
一是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思想

认识；二是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三是加
强法律监督。 （宋 培）

紧固安全“阀门”
本报讯 上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在强化客货运输企业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中，以约谈活动为主线，定期对全县
40 余家客货运输企业进行排查。在
紧固客货运输企业安全“阀门”工作
中，该大队民警与交通运管、安监部门
工作人员联合深入客货运输企业，进
行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GPS全天
候值守和动态监控、交通安全教育培
训、出车前安全宣誓、车辆维修保养等
方面的检查，形成记录和台账，针对发
现的问题和危险隐患因素，组织开展
约谈并通报情况。 （尼铁中）

加强“智慧公安”建设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厅、

驻马店市公安局关于“智慧公安”相
关工作部署精神，全面推动治安内
保工作信息化建设，确山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积极开展内保工作信息化
录入，对辖区内各单位进行上网录
入，切实推进内保工作信息化进程。

（张雪艳）
全力护航国庆安保

本报讯 国庆节即将来临，汝南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务前移，狠抓源
头监管，强化路面管控，全力护航国
庆交通安保工作，确保假日群众出行
安全。 （姚建勋）

专项整治三类车辆违法行为
本报讯 连日来，清丰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开展“三类重点车辆”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整
治重点包括面包车、大货车和校车。
该大队共出动警力 200人次、警车 50
余辆，设置固定执勤点 50处，查获违
法行为60起，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
500余份，集中整治查处一批超速、超
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等交通违法
行为。 （戴易安）

志愿服务队帮困进农家
本报讯 秋收开始后，汝南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心系困难群众，组织
秋收志愿服务队帮助分包的贫困户
收割玉米，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姚建勋）

加强源头管理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国庆节临近，唐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车管民警深入辖
区客运企业，加强对客运驾驶人及业
主的行车教育和警示教育，督促客运
企业落实 GPS 动态监控等主体责任
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坚决杜
绝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客车参加营
运。 （李聪 樊潇玲）

“以案促改”塑形象
本报讯 近期，为塑造交警良好

形象，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身边
违纪违法案件为镜鉴，查找风险漏
洞，强化警示教育，在全队掀起“以案
促改”活动热潮。 （姚建勋）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海洋、崔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学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 15 日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彦飞：本院受理原告朱瑞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保庆：本院受理原告张冬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波、李麦云：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龙广跃：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沛显、张凤娥：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苗敬敬：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成书、牛秀艳：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秀芳：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燕峰：本院受理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
中心支公司诉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03民初116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海玲：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文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照坤、周新娥：本院受理原告张林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2民初209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飞：本院受理原告王战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922民初16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马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封丙强：本院受理原告汪学军诉你与窦丽英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283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玉根：本院受理原告张付重诉被告张玉根、何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
民初第2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
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路俊伟：本院受理原告邵桂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14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波：本院受理原告高俊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91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京卫：本院受理原告穆亚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488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裴仁进：本院受理原告葛玉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522民初16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芳：本院已受理原告丁海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甘岸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力煜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胜、张永莲与
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力煜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亮与你公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祝鑫：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天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及
章红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传才、何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阳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1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道兵、孙传强、北京飞澳停车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李刚与被告王建荣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付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方涛：本院受理马恒远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23 民初
13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3民初962号

章玉峰：本院受理原告徐振伟诉被告章玉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323民初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3民初910号

丁焕青：本院受理原告庞柳云诉被告丁焕青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323民初9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3民初619号

曹世奇：本院受理原告杜旭艳诉被告曹世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323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3民初617号

曹世奇：本院受理原告薛峥诉被告曹世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323民初6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召：本院受理原告庞亚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23民初188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别小英：我院在执行程秋茹申请执行你及王会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将在诉讼过程中查封你的位于西峡县移动公
司西侧康馨公寓1幢1楼102室证号为西1020686房产，移送
评估，现宛博大评字（2018）第47号评估报告已经作出。现
请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西峡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领取该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芬：本院受理原告屈芝华诉你和薛景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26民初20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鲁山县观音寺乡石坡头村刘振京：本院受理张春凤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23 民初 35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张春凤
与被告刘振京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棠：本院受理王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舆县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银虎诉你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单位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723民初16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公司于判
决生效十日内支付王银虎款9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霍小庆、丁慧丽、万顺利:本院已受理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权利义务告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 时、10 时、11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润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闫秋颖诉你商品房
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邹世庆（410203198101160517）：本院受理原告代乐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2011民初字
第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邹世庆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代乐借款本金825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4
月1日开始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予
以计算）。案件受理费69550元，由被告邹世庆负担。请你于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星、王今兰：本院受理原告秦平昌（秦秋平）及李金英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星、王今兰：本院受理原告司海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系列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现华：本院受理原告刘召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3民初176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菜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法 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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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新安县公安局仓头派出所民
警帮助一走失的智障女子找到家人，使其一家
人在中秋节前团聚。

9 月 20 日上午，新安县公安局仓头派出所
接群众报警称，有一名女子在该县仓头镇南街
村某村民家中不肯离去，需要救助。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看到一名40岁
左右的女子神情呆滞，怀抱一袋衣服蜷缩在该
村民家门口。民警王晓哲试图询问该女子名
字、住址，发现其思维混乱、语无伦次。据该村
民反映，该女子光着脚在其家里坐了一天，看她
可怜，便给她找来鞋子穿上。

民警将该女子带回派出所后，给其送上食

物和热水，并耐心询问她的相关情况，但其对民
警的询问始终答非所问。

中秋将至，为了能让该走失的女子早日回家
与家人团聚，民警积极帮其找寻家人。为此，民警
联系了仓头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向该镇各村打听
情况，并将该女子照片发在全县公安微信群里，但
均没有收到相关消息。在一筹莫展之际，街上一
名群众反映，见到该女子是从五头镇那边走来的，
民警马上联系五头派出所寻求帮助，同时向五头
镇的其他村子打听消息。最终，五头镇官岭村的
村干部称自己村里确实有这样一名女子。

经过 7 小时的忙碌与努力，该女子丈夫赶
到仓头派出所将其接走。 （翟天下）

国庆假期临近，为净化治安环境，封丘县公安局
应举派出所辖区民警沉底作业，走访各宾馆、旅店，查
看旅馆业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指导消除治安隐
患，提醒责任人合法、安全经营，确保场所及周边安
全，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张进昌 摄影报道

近日，宜阳县公安局锦屏派出所
民警韩奇帅在工作中获悉灵山居民李
某三姐弟因父亲遭遇车祸身亡，家中
突遭巨大变故，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
后，将钱包里的500元现金交给姐弟三
人。此后，该所还组织为三个孩子捐
款4900元。 赵漓钧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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