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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指出，梅溪
12 月 3 日，南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体
分局辖区处于中心城区核心地带，社会稳定
在卧龙区调研时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坚持一手抓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四个
题化解、一手抓依法处置，两手抓两手都要
意识”，坚定“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中央部署
硬，确保万无一失。要研究黑恶犯罪新动
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研究谋划政法
向，摸清底数，找准病灶，打早打小，持续发
工作，深化平安南阳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创
力。要加强法律政策学习，细化办案标准，
新，提高政法工作能力水平，让人民群众有
依法精准打击，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
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纵深发展。
在南阳市公安局梅溪分局，张明体详细
在卧龙岗街道综治中心，张明体察看了
询问南阳市委市政府驻地安全保卫工作和 “9+X”综治信息系统应用、网格化管理服务

和“雪亮工程”建设等情况，对卧龙区“一警
一长三员”等做法给予肯定。他说，要高度
重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南阳的创新发展，
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群众，推动多元化
解联动，强化常态化排查预警，努力把问题
发现在早、解决在小。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做实服务管理网格化，切实做到基
层治理更精细、服务群众更便捷。
南阳市卧龙区委书记高贤信，南阳市公
安局副局长李俊彦，卧龙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徐大鹏参加调研。

“我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
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12 月 4 日，在第五
个国家宪法日，安阳市检察院举行了庄重的国家宪
法日宣誓仪式，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常凤琳
领誓并讲话，市检察院机关全体检察干警参加了活
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司明
凯 摄影报道

现场办公解难题
济源公安扶贫

新密扫黑除恶

本报济源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段苏君）近
日，济源市公安局副局长、驻村工作队队长王纪昌陪同电力、
银行方面负责人到帮扶村邵原镇段洼村，协调解决该村变压
器建设和党支部基础设施建设难题。
他们到段洼村实地察看拦河坝项目建设工地，与项目负
责人、村干部现场办公。经过近 2 小时的沟通，现场达成共
识，为段洼村拦河坝建设一座 10 千瓦变压器，解决拦河坝抽
水电力供应问题。项目预计 12 月份完工，届时段洼村的老
百姓将利用拦河坝水源实现农田灌溉，彻底解决几十年来段
洼村农田缺水的难题。
段洼村党支部大院缺少围墙、厕所，近十几年来村民意
见较大。王纪昌主动同人行济源支行联系，到段洼村详细了
解工程建设所需材料，制订施工方案，准备在今冬明春为段
洼村建设卫生间、整修院墙，
为段洼村脱贫攻坚助力添彩。

信阳警方
“平安守护”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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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公司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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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公安局
关于达到报废标准车辆
注销登记的公告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项、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项规定，
以下10
辆属于老旧车车主自愿申请将车辆拆解报废,现
发布公告以下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
驶证作废，车主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内到
有资质的机动车回收企业办理报废手续，
并到巩
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大队车辆驾驶员管理
所办理车辆注销登记业务。公告期满仍不办理
的将予以办理牌证作
废。请扫二维码关注
“巩义交警”微信，点击
下方公示栏“交通公告”
即可查看车辆明细。
2018 年 12 月 7 日

往吊唁；每逢民警生日或重要节假日值班不
能团聚，他都会主动邀请民警家属到派出所
团圆庆祝，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他率先在
全县派出所为民警建设心灵驿站，鼓励大家
将父母、孩子等家庭合影悬挂上墙，以激发
民警的家庭感、事业感、责任感、荣誉感，收
到了很好的成效。虽然该所不少民警是外
地人，但大家形同一家，其乐融融，向心力、
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城关镇人口基数大，
社会矛盾较多，
治安
压力大。为了让群众过上安定的生活，
张俊宏
始终把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今年以来，该派出所共接处警 1500 多
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近 70 人，行政处罚
260 余人，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700 余起，
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该派出所因工作成绩突出被
县委、
县政府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
保证辖区平安，防控十分关键。为掌控
辖区治安状况，张俊宏将全所民警、辅警合
理分组，按照职责分工，一是对辖区的宾馆
旅店、娱乐场所、特种行业、租赁公司等全部
纳入管理，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求立
即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坚决处罚。二是
对 20 多家网吧定期检查，排查安全隐患，核

告

董苏安（身份证号：
4112221972×××21015）
、
杨川朋（身份证号：
4112221971×××41024）: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仲裁
申请书》副本、
《答辩书》样本、
《三门峡仲裁
委员会仲裁规则》、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名册》、
《仲裁程序及仲裁员选定意见书》
样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你向本会递交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公告期满后第 26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河南国网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刘德
柱、王为民、
邱祥峰 ：
权利人王伟国与姚侠于 2018
年 11 月 11 日 签 订 债 权 转 让 协
议。王伟国已将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6）豫 01 民终 525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姚
侠女士。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你方，
7 日内视为送达。
通知人：王伟国 姚侠
联系电话：18625556884
2018 年 12 月 7 日

□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杨培强

扎根派出所的排头兵
2011 年 12 月被省公安厅荣记“个人二等
功，2004 年、2012 年两度被省公安厅评为全
省优秀人民警察，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安保
中被商城县委县政府荣记个人三等功，他叫
张俊宏，1995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商城县
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副科级侦查员，二
级警督警衔。
从警以来风雨二十余载，他凭着对自己
负责、对组织负责、对辖区群众负责的态度，
立足派出所这个最接地气的舞台，挥洒青
春，勤奋工作，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一名人民
警察的无悔人生。
多年的公安基层工作经验告诉张俊宏，
要把派出所工作搞好，就必须锻造一支过硬
的队伍，要让全所民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为此，他多年如一日坚持每周工作例
会制度，在互通工作进展的同时，不断加强
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提升政治站
位，增强执法技能，提高执法办案水平。他
利用纪律作风建设年之机，扎实推进全所的
以案促改工作，全面争创“五星级政法单位”
和“五星级政法干警”。生活中，民警遇到家
庭困难，他都主动前去看望慰问，全力以赴
帮助解决问题；民警父母去世，他都及时前

10 时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 26 号

公

系统谋划强势推进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王梁锺 张胜
利）昨日，新密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治怀组织召开新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暨扫黑办主任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各成员单位要认清形势、吃透精神；要倒排时
间、主动出击；要分类处理、不畏不怯；要一手抓工作推进、一
手抓工作落实；要一手抓实规定动作、一手抓牢业务工作，科
学有序推进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
升政治站位，全面加强组织领导。要进一步聚焦黑恶犯罪抓
打击，
系统谋划强势推进。要进一步聚焦黑恶腐败抓查处，
深
挖彻查“保护伞”
“关系网”。要进一步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
形成打击合力。要建立涉黑涉恶专项问题线索台账、
建立
定期会商沟通协调机制，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科学推进，
为
新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服务。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记商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张俊宏

实实名制上网情况，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
位。三是开展公交、医院、厂矿、企业等重点
单位的安保检查，督促落实内部安全设施和
消防安全设施。四是对辖区加油站点的散
装汽油实名购买制度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对
违反规定的加油站点一律取消售卖权限。
五是认真落实上级对高层建筑火灾防控的
要求，联合消防大队等单位对辖区高层建筑
展开火灾防控检查，下发整改通知书。一系
列的工作举措防患未然，保证了城区多年来
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
服务群众是公安工作永恒的主题之
一。张俊宏担任城关派出所所长后，提出
“满意在窗口”
“满意在民警”的口号，他们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8 年 3 月，城关
居民张某和王某，因房屋排水问题发生纠纷
引起斗殴，邻里关系十分恶劣，民警多次出
警也无法调解。这不安定因素始终压在张
俊宏的心头，他自己深入社区调查并多次向
有关部门反映，反复到两家上门座谈，入情
入理分析，言明利害关系，通过近半年的努
力，最终妥善协助相关部门解决了排水的问
题，彻底化解了两家多年的积怨，排除了这
一随时可能激化的社会隐患。

原城关居民范某、杨某夫妻两人在国外
居住，回国后一直没有户口，也不能办理二
代证，这给两人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不少麻
烦。问题反映到张俊宏面前后，他与户籍民
警一起咨询县公安局出入境和户政股的同
事，又让户籍民警们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到
社区、街道走访了解两人实际居住情况，另
一路到档案室查询两人原始户籍资料，经过
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两人的身份证编码
本，并在民政局档案本里查到了范某的原始
户口记录信息，但女方的户口记录信息却未
查到。民警又电话联系，得知女方户口可能
登记在其父亲的原单位档案里。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往返数个单位，出示数次信函，恳
切说明来意，查阅几十本尘封档案后，民警
终于将该两人的原始户籍资料搜齐。两人
户口最终被批了下来。
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拿下了。几
天后，夫妻两人拿到户口本喜不自禁，他们
主动为派出所送来锦旗，对民警的扎实、认
真、敬业、负责的工作态度由衷地表示感谢。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张俊宏和全
所共收到表扬信 6 封、锦旗 5 面，他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