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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范县禁毒委工作人员到范
县茂源化工有限公司了解易制毒化学品生
产销售情况，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杨少望拿
着生产单据详细地报告着生产情况。他告
诉河南法制报记者说：“这是常规检查，现
在我们公司从买材料到卖产品各个流程都
会有县公安局、县禁毒委的工作人员全程
监管。”

今年以来，范县禁毒办以实现对易制毒
物品“三位一体”的全时空、全要素、全流程、
全方位、全链条的有效管控为目标，创新多项
举措，严防易制毒物品出入非法途径。 该县
为进一步提高对登记在册易制毒化工企业的
管控能力和水平，提高对企业的服务质量和
效率，目前正在高标准建设易制毒化学品管

控平台。“范县是化工大县，公安部门将运用
该平台做到对化工企业的人员、原料、工艺、
场所、设备、通道、车辆等进行跟踪监督。”县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桑红昕介绍说，通过该
平台，县域内各易制毒化工企业可随时登录
按照要求填报相关信息或提出购买等相关申
请；禁毒部门可以随时查看企业员工，易制毒
原料使用，危化品运输车辆及驾驶员，易制毒
设备等信息。

近日，范县禁毒办对辖区内化工企业的
化学原料及设备进行了彻底排查和详细登
记，以从源头杜绝制毒化学品及制毒设备流
失案件的发生。通过摸底统计，范县已经对
全县 265 个反应釜办理了“身份证”，实施户
籍化身份证式管理，对逐一编号、登记造册，

悬挂统一印制的信息标签，明确管理责任
人，建立台账，纳入日常管理范围。各化工
企业反应釜的增加、减少或移动必须向禁毒
部门备案登记。如反应釜“身份证”信息被
移动拆除，涉事化工企业将被列入“黑名
单”，视情况依法吊销其生产、经营许可证，
停止购用证明审批，并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
相应责任。

今年以来，为夯实禁毒基层基础工作，范
县创新性实施了禁毒人民战争“113工程”，即
推出一整套网格化管理机制和办法；建立一
支专兼职禁毒工作队伍；每个网格落实包网
格责任民警、县乡包网格干部、村（社区）网格
员的“三定四包”(定人员、定单位、定任务，包
乡（镇）、包村、包户、包人)管理模式。该县13

个乡（镇、办）作为 13 个大网格、574 个村（社
区）作为 574个小网格，各乡（镇、办）每月、各
村（社区)每旬开展一次禁毒大排查、大整治、
大宣传大防范活动。同时，范县在辖区内的
村镇、社区、KTV、宾馆等易涉毒行业、场所都
安排了禁毒情报信息员，并创建手机禁毒情
报信息平台，切实提高了涉毒情报信息工作
的能力水平。

“下一步，范县将严格按照省、市、县关于
加强禁毒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以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为平台，以禁毒‘两打两控’专项行
动为抓手，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对
毒品‘零容忍’的态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推
进禁毒工作。”范县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
记、县禁毒办主任王森说。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河南
世豪投资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开展资金清退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金清退时间和地点
1.资金清退时间：2018年11月1日至12月15

日，上午8：30-11：30；下午3：00-5：00（节假日、
公休日除外）。

2.资金清退地点：义马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
监管局505、506室，电话0398-5860609。

二、资金清退对象
经登记、审核、确认的投资人等相关权利人。
三、资金清退方案
1.清退比例。河南世豪投资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

件集资总金额共1153.7万元，追回资金875.38万元，
已清退款项875.38万元，未清退款项278.32万元。

2.清退原则。资金清退比例已超出75.87%的
投资人，不再进行资金清退。

四、需携带材料
1.集资人身份证原件；
2.集资人中国银行银行卡；
3.集资人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到现场办理的

可委托代理人办理，代理人需提供集资人委托书、
集资人身份证原件、集资人中国银行银行卡、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集资人已故的，其继承人应提供遗产继承公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继承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注意事项
1.集资人或其代理人、继承人应在规定期限内

携带所需材料到指定地点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
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

2. 到现场办理清退手续的人员要自觉服从工
作人员的指挥，遵守现场秩序。对寻衅滋事、故意
扰乱清退现场秩序，影响清退现场工作开展的人
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集资参与人应保证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
效，若因集资参与人提供虚假材料、重复申报等个人
原因领取清退资金的，由该集资参与人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并由公安机关依法对重复申领资金进行追缴，
由此产生的额外开支和费用由该集资参与人承担。

4.对清退工作有异议的，可书面递交材料并注
明联系人及电话。

5.联系电话：0398-5860609 0398-2206078
义马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6日

河南世豪投资有限公司
非法集资案件资金清退结案公告

范县：化工流程全监管 源头治理清毒患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孙垂松 孙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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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是许昌市的一名高中教师，
对学生感情很深，但没想到却被自己的
学生坑得不轻成了被执行人，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这事情还得从去年的一个
小事说起。

2017 年 1 月，张老师的学生孔某因生
意需要，向刘某借款 35 万元，双方约定月
利率 2 分。但刘某要求孔某找一个有正
式职业的人为其借款做担保。孔某便想
到自己昔日恩师张老师，张老师对他一向
不薄，应该会帮他这个忙。在孔某的恳请
下，张老师同意作为担保人并在孔某借条
上签字。

因孔某未能如约归还借款，2018 年 3
月，刘某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两个月
后，法院经审理判决孔某归还借款35万元
及利息，张老师也被判承担连带责任。孔
某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8 年 9
月，许昌市中级法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2018 年 10 月 12 日，此案进入执行程
序。承办此案的执行法官崔建涛依照程序
向孔某、张老师发放相关执行手续，并要求
二人申报财产。而此时的孔某却玩起了

“失联”，无论是法院还是刘某，甚至是张老
师都无法找到他了。

10 月 18 日，张老师主动到法院申报
自己名下几套住房与一辆私家车，这与该
院通过全国法院“总队总”网络查控系统
所掌控事实基本相符。但张老师也向崔
建涛一再诉说委屈：自己碍于面子，为学
生孔某借款一事做了担保，这些钱都被孔
某拿走了，他一分也没有用，现在他却成
了被执行人，法院要执行他的财产，他也
太亏了！

崔建涛先是耐心听完张老师诉说，然
而又详细向张老师解释：作为连带担保
人，他所要承担的还款责任与孔某相同。
刘某既可以要求孔某还款，也可以要求法

院直接执行张老师财产。而孔某无工
作，法院也没有查询到孔某有可供执行
财产，所以刘某要求查封张老师住房符
合法律规定。但崔建涛同时告诉张老
师，他可以在履行执行义务后，向孔某
追偿债务，要求孔某支付他代为偿还
的全部欠款。

张老师听了崔建涛的释法说理后，
频频点头。10月 30日，张老师再次来
到法院，主动要求履行执行义务，在崔
建涛的主持下，张老师和申请人刘某
达成和解，张老师当日偿还刘某29万
余元，剩余的连利息在内的12.7万元
于2019年5月1日前全部还清。

“幸亏崔法官告知我可向孔某
追偿，下一步我会正确行使权利，
把这笔钱讨回来。”拿着崔建涛帮
他复印的相关追偿手续，张老师
表态道。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芦萍担保惹的

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从私家车内
传了过来，张邦军和同事看到母子平安
后，默默地开车离开了医院。

10 月 31 日上午 8 时许，商丘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博爱中队中队长张邦
军带领民警吕敏、王一宏等人在平原路
西关红绿灯处指挥疏导交通时，一名 50
岁左右的妇女神色慌张地跑来求助：“民
警同志，快帮帮我们吧，俺闺女快生了，
恐怕来不及赶到医院。”

听到孕妇快生了，张邦军顿时紧张
起来，他喊上同事赶紧跑到现场，只见
一辆电动四轮车门窗大开停在马路旁，
里面一名 20 多岁的孕妇大着肚子躺在
电动车的后座上，表情看起来很痛苦，
不时传来一阵呻吟声。当时，张邦军第
一个想法是赶紧把孕妇送到医院，现场
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孩子一旦生了不能
得到及时的照顾。

此时再喊 120 急救车赶来时间太紧，
张邦军赶紧将附近自己的私家车开来，
和几名热心市民将孕妇小心地抬到了自
己的车内，用最快的速度向就近的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驶去。车上他用对讲机
通知医院附近的北关岗民警，全力保证
车辆行驶的路线安全畅通。同时队员王
一宏联系医院医护人员做好应急准备。

半路上婴儿的头就已经露了出来，大

家都非常紧张，一路上张邦军不停地按着
喇叭高速行驶，由于担心孕妇空间不够，队
员王一宏一路上将自己的副驾驶座椅调到
最前。

幸运的是车子一路上没遇到红灯，
顺利地进入医院大门。“孩子要生了!”就
在大家刚要松一口气时，孕妇的家属忽

然焦急地大喊。
此时，等待多时的医护人员看到后，

推着便携救护床跑了过来，但由于婴儿
马上就要出生，孕妇更是动弹不得，医生
决定就在车内为孕妇接生。

到达医院仅仅过了 5 分钟，孕妇顺利
产下一名男婴，母子平安。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王宝玉 王豪杰

临时“产房”

福州思义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宋和平诉你单位关于确认劳动关系

及双倍工资争议一案(金劳人仲案字[2018]第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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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9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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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6日

公 告

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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