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会霞（身份证号码：410325198904176022）：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委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的老

卫计医罚〔2018〕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老卫

计医催〔2018〕第0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按
照老卫计医罚〔2018〕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载明的缴
款方式缴纳罚款伍万元、加处罚款伍万元，如逾期仍不履行上
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
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洛阳市老城区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老城区南大街136号，
联系电话0379-63955138

洛阳市老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11月9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平安范县系列报道之四平安范县系列报道之四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们抓住了。”今年
3 月 8 日，在河北邯郸市和我省安阳、濮阳
等地实施盗窃 20 余起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在
范县落网。当月，范县新区陆续发生数起
电动车被盗案，县公安局利用视频监控系
统，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的活动轨
迹。当刘某再次准备作案时，早有准备的
民警将其当场抓获。这是范县立体化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实战中的一个案例。

在“满天星”视频监控系统升级改造过
程中，范县逐步明确了“政府主导、科学规
划、市场运作、统一模式”的总体原则。为进
一步提高视频监控的系统化、信息化和规范
化水平，实现治安联防、信息共享、社会共
治，该县打造了集智能监控、110 接处警平
台、GPS 定位、环保监测于一体的智能化信

息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把前端采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比对，实现城市智能化管理。截至目前，全
县已安装高清联网视频探头 3202个、社会探
头 16985个，实现了对全县重点路段、重点部
位、重点场所全覆盖，形成了“圈、块、格、线、
点”的完整布局，织起了一张覆盖全县城乡
的技防“天网”。7月 10日，有山东省群众报
警称自己的车从没到过范县，却在范县有多
次违法记录。范县交警大队核对车辆、车牌
信息后，通过智能平台数据分析，很快锁定
了套牌车辆，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今年以
来，范县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共侦破各类刑
事案 1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5人，侦破交
通肇事逃逸案件 65 起，累计接受群众求助
和主动提供服务共 180余次。

“巡逻防控是社会治安防范的基础力
量，通过科学规划布置，切实发挥了治安尖
刀作用。”范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桑红昕
说。为实现社会治安防控立体化，范县县城
区成立了以巡特警、反恐处突队为主要力量
的 8 个机动车巡逻小组，全天候在城区巡
逻，实现了动中备勤、动中处警。各巡逻小
组在巡逻主要干道的同时，兼顾次要街道、
背街小巷，实现了无盲区覆盖。巡逻人员将
重点部门、金融网点、车站、学校、商业聚集区
等作为巡逻防控的必巡点、必巡段，并及时调
整重点巡控区域。各乡镇成立了派出所民警
带队、以巡防队员为主要力量的巡逻队，各行
政村成立了打更巡逻队。县公安局不定期
开展定点防控行动，对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巡
逻巡查。该县探索总结出了精准建设、精准

比对、精准研判、精准定位、精准缉捕“五个
精准”技战法和交警查缉涉车犯罪视频监控
技战法等工作法。“每天都能看见民警在学
校附近巡逻，孩子在这里上学我心里很踏
实。”范县新区希望中学的一名学生家长说。

范县多数乡镇与山东省搭界，针对接合
部面积较大、治安管理相对薄弱、流动犯罪
较多的特点，该县大力加强边界封控和区
域联动协调工作，建立定期走访、联席会
议、信息交流等制度，与相邻县在信息共
享、联合办案、联合行动、协查协办、工作研
讨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协作配合，
共同维护边界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立体化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夯实了综治和平
安建设基础，范县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连
续 5年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立体化治安防控 让百姓更安心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高阳 孙军山陈阳阳

新乡市涌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孙剑、宋芳、
河南涌金汽车有限公司、河南涌盛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河南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涌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任理杰、杨剑
超、吴晓峰、郭晓光、王剑波（债务人）：

根据河南联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债
权转让人）与张丽萍（债权受让人）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人将其在(
2017)豫0191民初18603号民事判决书下
的全部判决内容，即对您（债务人）所享有
的标的债权 8011941.84元、利息、罚息、
逾期付款利息、相关费用等及所对应的担
保权利全部转让给债权受让人。

现特通知贵方上述转让事实，并请贵方
及时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作为债务人的义务。

联系人：于军强，电话：0371-86617308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河南联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债权转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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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
建刚 通讯员 陈华 张传新 赵欣）11 月 6
日，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二楼审判庭内
座无虚席，湖滨区崖底街道陈宋坡村三
组原组长宋某伍、村委原副主任宋某安
被控贪污罪案在这里公开庭审。三门
峡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金校卫，
市纪委宣传部部长胡振清，市纪委调研
法规室副主任牛伟峰，湖滨区委书记亢
哲楠，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
李志彬，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党立新，
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尚粉红，相
关机关干部，湖滨区 47 个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主任、监委主任，29 个社区主
任，区直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和各乡、街
道领导干部共计 300 余人旁听庭审，“零
距离”接受反腐警示教育。

此次庭审由湖滨区法院副院长卫红
担任审判长，与法官刘伟、曾庆果组成合
议庭，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卫平出庭支
持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2017 年 3 月至 7 月，
被告人宋某伍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宋某
安 ，利 用 职 务 之 便 ，套 取 土 地 补 偿 款
12.6213 万 元 ，其 中 ，宋 某 安 参 与 套 取
6.032 万元，数额较大，应当以贪污罪追
究两人刑事责任。

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
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合
议庭评议后，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李志彬作公开庭审警
示教育讲话。他说，这起案件的公开庭
审表明了区委对腐败“零容忍”的鲜明态
度，体现了区纪委监察委不断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坚定决心。党员干
部要忆初心、问初心、悟初心，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要强高压、长震慑、重遏制，整
风肃纪，持续发力；要明职责、严管理、共
携手，抓牢扛实主体责任；要敲重锤、响
警钟、重日常，以案促改，常态推进。

旁听庭审的党员干部表示，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感受到了法律的庄严和神
圣，这堂生动的警示教育课给自己带来
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使自己受到了教
育和警示。

党员干部旁听庭审 接受警示教育

本报鹿邑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尹志丹 通讯员 石中华）近日，
鹿邑县公安局试量派出所积极开
展劝投工作，三天内规劝 12名在
逃人员投案自首。

11 月 1 日，鹿邑县试量镇居
民崔某鹏等 8人因涉嫌电信诈骗
被吉林省长春市公安机关网上追
逃。得知这一情况后，试量派出
所所长潘洪斌立即组织民警研
判，展开摸排工作。

辅警崔益明认识在逃人员崔
某鹏。他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
优势，与崔某鹏取得了联系，与其
多次沟通，终于说服崔某鹏主动
投案。崔某鹏到案后，潘洪斌动
员他和其他在逃人员联系，规劝
他们投案自首。同时，民警逐户
来到在逃人员家中，给在逃人员
家属做思想工作。

终于，11月4日、5日，该团伙
12名在逃人员先后来到试量派出
所投案自首，其中包括6名非该派
出所辖区的在逃人员。

得知此事后，长春警方称赞
鹿邑县公安局基层基础工作抓得
好，民警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强。
多名在逃人员投案自首能够引起
连锁效应，为抓捕其他在逃人员
和侦破案件提供有利条件。

目前，12 名在逃人员全部羁
押在周口市看守所和鹿邑县看守
所，移交工作正在进行中。

◀ 近 日 ，长 垣 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
民警走进辖区企业开
展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活
动。民警通过播放多
媒体课件，向广大职
工宣传驾乘摩托车不
戴头盔、非机动车走
机动车道、酒后驾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呼吁大家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玮 摄
影报道

鹿邑县公安局
积极开展劝投工作

促使12人自首

▲11 月 6 日，扶沟县公安局组织民
警走进辖区村镇、集市、商场，向群众讲
解打击防范食品药品农资和环境违法
犯 罪 的 相 关 知 识 ，并 鼓 励 群 众 行 动 起

来，从身边发现线索，积极检举揭发相
关不法行为。

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
龙喜 摄影报道

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下列社会组织已在我局依法办理了成立登记,现予
以公告。

洛宁县社会组织登记公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洛宁县赵村镇商会
洛宁县食品行业协会
洛宁县上戈果蔬种植专业技术协会
洛宁县泰拳协会
洛宁县游泳协会
洛宁县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
洛宁县羽毛球协会
洛宁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洛宁县科教中心
洛宁县河底镇艺术宝贝幼儿园
洛宁县慧童幼儿园
洛宁县赵村镇马营涧用水者协会

51410328MJF93917XF 张红波
51410328MJF939196A 曹金华
51410328MJF9392090 雷金锁
51410328MJF939217T 刘昌鑫
51410328MJF939225M 赵德民
51410328MJF939241B 杨鹏飞
51410328MJF93925X3 李保安
51410328MJF9392683 吴 军
52410328MJF940154K 王遂能
52410328MJF9401709 李艳丽
52410328MJF9401896 王 伟
51410328MJF939276X 马保卿

洛宁县民政局
2018年11月 9日

河南豫鹰实业有限公司、史宏宇：
本会受理的杜惠玲与河南华锦商贸

有限公司、河南豫鹰实业有限公司、史宏
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平仲裁字
〔2018〕第159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
员选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平顶山
市新城区祥云路与大香山路交叉口西北
角中房集团二楼）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
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逾期将报请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
裁庭审理。本案定于2019年2月15日9
时整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9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