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保军：本院受理黄会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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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民初 2164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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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6528号

汪祖国：本院受理原告何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原告何江的诉讼请
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93万元，并支付2%的
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
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卧龙区人民
法院七里园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楚志民：本院受理原告樊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422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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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兰亚磊：本院受理原告张朝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422民初28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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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宝林：本院受理的原告谈应林与被告广宏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吴宝林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1526民初1250号民事裁定书、上诉状。裁定书裁
定：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
移送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处理。原告谈应林不服（2018）
豫1526民初1250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亚翔顺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顺昌、董晓林、黄智林：
本院依法受理叶先银、付强诉你们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豫1502民初400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上诉期限为15天，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亚翔顺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顺昌、董晓林、黄智林：
本院依法受理黄继龙诉你们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豫1502民初428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上诉期限为15天，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亚翔顺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顺昌、董晓林、黄智林：
本院依法受理张宏杰诉你们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豫1502民初4005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上诉期限为15天，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牛银章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 民初
4149号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一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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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12月25日10时至2018年12月26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平舆县人民
法院）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孙
玉华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路中段北侧金象花园
3号楼东1单元202、302的房产（房产证号为驻房权证字第
201302546 号）一套。房产起拍价：1226755.53 元，保证金：
70000元，加价幅度：3000元。二、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咨询电话：
0396-5005220、2168592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22破4-2号

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裁定受理叶县银龙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叶县银龙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 前 向 管 理 人（联 系 人 韩 跃 军 电 话
13781827983，地址叶县粮食局）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确认补充申请的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行使权力。叶县银龙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叶县人民
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及律所的指派函。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22破5-2号

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裁定受理叶县宇香油脂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叶县宇香油脂有限责
任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 前 向 管 理 人（联 系 人 韩 跃 军 电 话
13781827983，地址叶县粮食局）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确认补充申请的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行使权力。叶县宇香油脂有限
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18日上午10时在叶县人民
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及律所的指派函。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宗贺：本院受理原告董永建与被告张宗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481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张宗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董永建偿还借款101800元。案件受理费2336元，由张宗贺
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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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显成：本院受理原告张劲秋与被告赵显成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481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赵显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张劲秋支付所欠钢材款30000元。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赵

显成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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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广伟：本院受理原告陈昂与被告张三妮、魏广伟、魏保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 0481 民初
21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张三妮和魏广伟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陈昂偿还借款本金
60000元、利息54360元及按照月息2%支付自2018年7月18
日至借款偿还完毕之日的利息；二、魏保同对上述借款本息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陈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2672元，由张三妮、魏广伟、魏保同连带负担2576元，陈
昂负担96元。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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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隆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杰与
被告平顶山市隆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 0481 民初 160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平顶山市隆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袁杰支付模板款 378900
元、利息 45294.34 元及以未付模板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 2018 年 6 月 2
日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7663 元，由
平顶山市隆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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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戈扬：本院受理原告陈卫军与被告李戈扬物权保护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481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李戈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搬出位于舞钢市朱兰健康路中段路西原舞钢农资公司家
属楼一楼底商门面房最南面半间（家属楼过路南面半间）房
屋归还陈卫军；二、驳回陈卫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150元，由李戈扬负担100元，陈卫军负担1050元。本判
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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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天亮：原告郭俊强诉被告程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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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3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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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丙仁：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亚平申请执行本院作出的
（2018）豫0902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0902执3567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评估拍卖裁定书（将你名下位于濮阳市胜利新村21号楼
1单元1层东户,房产证号为2011-06514号房产予以评估拍
卖）。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
告期满后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或在 15 日内腾空房
屋，将房屋钥匙交至本院。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采取查
封、冻结、罚款、拘留、评估、拍卖、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执行措
施，直到案件执行完毕。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东美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5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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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洁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州紫科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10000元及利息。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安阳市豫北建筑安装公司、刘长青、任瑞伏、李万庆：
本院受理原告马长河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原告马长河在上诉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豫0523民初1824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辛军玲：本院受理原告张连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金增、郝首俊、郝自彪、樊超军、刘芳、张瑞芳：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道口支行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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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93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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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红、李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白道口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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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944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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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利、安秋贺、刘振勇、安迎敏、郝自娟、刘海军、刘玉殿、
于贵参：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白道口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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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289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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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银枝、伍俊轻：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市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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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刚、陈毅霞:本院受理原告秦征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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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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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文昌:本院受理原告瞿爱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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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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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法 院 公 告

南阳检察机关南阳检察机关““强化使命担当强化使命担当 服务发展大局服务发展大局””系列报道五系列报道五

接受代表质询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讯 近年来，桐柏县检察院紧紧围绕
“生态立县”战略，立足检察职能，抓协调联
系，形成全县环境保护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网络；抓专项预防，提升环境保护职务犯罪
预防工作实效；抓惩防并举，促进全县环境
保护常态化机制建设，为保护淮河源头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受
到了党委政府的一致好评。

为更好地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
效，该院建立了人大代表质询机制。即以“治
污、治尘、治气”为主题，结合办案实际，深入分
析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发案原因、规律和特
点，由该院预防部门牵头，抽调反渎、侦监、公
诉等部门干警11人，联合环保局等7家单位接
受人大代表及社会各界的质询。目前，该院共
收集群众提出的预防建议 22条，根据群众反
映的矿山管理、非法采砂等领域和环节存在的
问题，经认真调查研究，依法向公安、环保、林
业、国土等职能部门提出检察建议5份。

下一步，该院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
实履行检察职责，找准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
作切入点，及时主动向县委、县人大、县政
府、县政协汇报，自觉接受监督，积极争取社
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主动将生态环境保护检
察工作融入到全县社会经济建设工作和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大局中去谋划推进。

（周闻胜郭冬冬）

强化执法办案监督 确保案件质量效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邓州市检察院纪检
监察部门立足监督职能，坚持教育、制度、预
防并重，强化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取得
了良好效果。

突出监督工作重点。该院紧密联系执
法办案工作新变化，针对内部监督重点，找
准监督着力点，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
与制约。同时，该院不断探索完善在执法

办案中预防违法违纪问题发生的有效措施
和机制，重点监督不捕、不诉、撤销案件及
上级批转、领导交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案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的职能作用，实行
全程监督。

健全监督工作机制。为了预防办案不
规范问题，保证干警在办案的各个环节依法
办案，该院遵照有关法律规定及办案纪律要
求，结合各业务部门特点，制作了详尽的办
案流程表。纪检监察部门对整个办案流程
实行监督，防止执法不公、徇私枉法。为了
强化内部执法监督，该院监察科联合案件管
理办公室狠抓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制定案件
质量评查方案和奖惩措施等，即通过承办干
警自查自评、科室干警互查互评、主管领导
讲评、案管和纪检监察部门考评等多个环
节，层层过滤不足和缺陷。对在评查中发现
的执法不严、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坚决做到
有案必查，查必到人，究必到位。

提升监督工作实效。该院为增强监督
实效，紧紧围绕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把办
案责任、案件质量作为责任考核的重要因
素，严防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落实办案
工作责任制，该院研究制定《各部门党风廉
政建设和执法监督责任制实施办法》，采取
检察长与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与科室负责
人、科室负责人与一般干警层层签订廉政责
任书的方式，有效促进了各科室的业务工作
和廉政建设工作。 （马磊 赵博）

加强队伍建设 注重人才培养

本报讯 近年来，镇平县检察院注重发
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着力塑造检察工作品
牌，整体提升基层检察队伍素质能力，为检
察工作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队伍
支撑。

该院以七一活动为契机评选表彰优秀
党员，推荐优秀干警参评“最美检察官”“最
美政法干警”和“五有五做”好干部等。该院

拍摄了微电影《扶贫路上的第一书记》，讲述
检察干警在脱贫攻坚、服务农村建设一线的
真实故事，用身边典型教育和引导干警创先
争优。同时，该院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
检察工作成效、检察干警先进典型事迹，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该院利用扶贫点贾宋镇苇子坑村广播
基本覆盖的优势，因地制宜开设乡村法治广
播，成立“蒲公英”法治团队，打造“蒲公英”
法治品牌，以服务脱贫攻坚、建设法治乡村、
讲好农村故事、弘扬传统美德为宗旨，积极
开展主题法治宣传，助力脱贫攻坚，目前已
广播 36期，深受村民喜爱。

针对岗位的不同需求，该院还积极与教
育培训机构开展合作，按需定制培训课程，
按需“点餐”，开展“菜单式”培训。同时，该
院继续实施全员在岗“互动式”培训，通过发
布案例、个人自学、撰写文章、互动交流等环
节达到培训干警自主思考、独立写作、交流
提高的学习成效。 （李丰翠）

坚持“三到位”助推民行检务公开

本报讯 近年来，内乡县检察院坚持“依
法、全面、及时、规范”的原则，采取“三到位”
措施，规范司法行为，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
新，努力打造“检务公开·阳光民行”。

认识到位，推动检务公开“常态化”。
引导干警充分认识规范司法行为，深化检
务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现实需要，
更是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亲和
力和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满意度的有效途
径，从而不断增强干警们做好检务公开工
作的使命感。

制度到位，推动检务公开“规范化”。严
格按照省、市院和本院检务公开实施方案，
认真研究制定民行业务公开细则，制定了民
行部门“检务公开”实施方案和民行部门答
疑说理制度，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的同

时，也解决了“说多少”的问题。
宣传到位，推动检务公开“深入化”。积

极开展“民行检察宣传周”活动，组织民行干
警深入群众宣传民行检察职责，发放检民联
系卡，进行普法宣传，认真倾听群众心声，及
时解答法律咨询，自觉接受监督。今年，该
院民行科共开展调研 5 次，发放法治宣传资
料 800余份。 （冯建伟）

坚持“三个依托”积极化解矛盾

本报讯 近年来，社旗县检察院结合地
域经济特征和基层司法实践，坚持“三个依
托”积极化解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大格局。

依托司法办案，强化特定领域风险预
防。该院重点加强对环境污染、食品卫生、
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监督，通过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等方式，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时，该院积极关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制
作酒驾危害宣传海报发放到各个乡镇、街
道，制作“现在开庭”系列宣传片，在该县司
法局、法院、机关大楼展示屏宣传播放，有效
降低了危险驾驶的发案率。

依托律师参与，建立联动矛盾化解机
制。该院在传统的释法说理和检调对接的
基础上，大力发挥律师等第三方在矛盾化解
中的积极作用，设立涉法涉诉案件律师库，
聘请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代理律师，形成以释
法说理、检调对接、律师参与、司法救助、心
理疏导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动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依托检力下沉，构建基层矛盾防控格
局。该院通过“重心下沉，检力下沉”，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努力为群众表达诉求
提供零距离、低成本、面对面的渠道和场所，
将司法救助与精准扶贫工作深入融合，对经
济困难、生活贫困的刑事被害人开展定期回
访，与政府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帮扶工作，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陈磊）

发挥检察职能 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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