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套、张吉吉：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向我处申

请出具（2018）豫郑大证民字第2324号《具有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执行证书，申请执行
标的为：1、本金：人民币420000元整；2、贷款利息
（含复利、罚息）以清偿贷款时的实际数据为准：（1）
以42万元本金为基数，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1
日的利息（含复利）为4779.61元；（2）自2018 年11
月22日至债务实现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
利率计算的利息（含罚息、复利）；3、《具有强制执行
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费按借款本金的千分
之二计算，以及执行证书公证费人民币220元。4、
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执行费、公告费、拍卖或变卖费、
评估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法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于3个工作日内向我
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
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农科路与科新路交叉口西北角万达
中心 11 楼 1118 室，联系人：王昕（联系电话：
0371-6123038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大豫公证处

2018年12月13日

公 告
邹毅峰：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向我处申
请出具（2018）豫郑大证民字第1692号《具有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执行证书，申请执
行标的为：1、本金：人民币350000元整；2、贷款利
息（含复利、罚息）以清偿贷款时的实际数据为准：
（1）以35万元本金为基数，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1
日的利息（含复利）为4300.18元；（2）自2018 年11
月22日至债务实现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利
率计算的利息（含罚息、复利）；3、《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费按借款本金的千分之二计
算，以及执行证书公证费人民币220元。4、执行过程
中所产生的执行费、公告费、拍卖或变卖费、评估费、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法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于3个工作日内向我
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
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农科路与科新路交叉口西北角万达
中心 11 楼 1118 室，联系人：王昕（联系电话：
0371-6123038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大豫公证处

2018年12月13日

公 告
潢川县和协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开发的潢川县和谐家园项目
依法应补缴人防易地建设费及依法应承
担行政处罚，为此，我办现向你公司依法
公告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
潢防撤字第001号；《撤销行政征收人防
易地建设费决定书》（2018）第002号，；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潢防行罚告字
（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
潢防罚听通字（20181号）1号；潢防罚听
通字；《行政限期补缴人防易地建设费通
知书》潢防缴通字（2018）1号等五个行政
文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我办
领取上述行政文书，预期则视为送达，如
需听证，可在公告期满3日内书面向我办
提出，逾期所有文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3日

公 告公 告
郑州东优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MA3XAHJT1L）

本委已受理马志敏与你单位的劳动

争议案件（郑东劳人仲案字[2018]858

号），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

通知书和开庭通知等文书，现依法公告送

达。你单位应当自公告送达期满后十日

内向我委提交答辩书，逾期未提交答辩书

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本委定于

2019年2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郑州市

郑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二

仲裁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本委将缺席裁决。本委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2月13日

受委托，定于2018年 12月 21

日上午10时在郑州市金水区商务外

路28号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惠济区

英才街6号7号楼2单元4层29号房

产 一 套（郑 州 市 房 权 证 字 第

1601011117号）。欲参加竞买者，即

日起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况，索取

查阅相关资料，携带有关证件到我公

司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18年12月18日-19日

联系电话：13838596722

河南保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3日

拍卖公告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
亚 通讯员 侯会霞)内黄县检察院认真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理性
执法，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
时，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刑事和解政策，坚持把化解
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积极修
复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在增进社会和谐
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今年以来，该院通
过积极促进当事人刑事和解，共作出不
批准逮捕决定30余件，依法化解了一批
社会矛盾。

坚持捕前“家访”。内黄县检察院
与侦查机关建立沟通机制，在侦查机关
提请批准逮捕前，会同侦查人员到当事
人家中“家访”一次，给当事人创造调解
机会，促进矛盾化解。坚持捕中“释
法”。该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期间，及时
告知犯罪嫌疑人从宽从轻处罚的司法
原则，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讲解法律，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使嫌疑人真诚
悔罪，主动寻求谅解，减缓双方当事人
的对立情绪，得到从轻从宽处罚的机
会。坚持捕后“跟踪”。在作出批准逮
捕后，该院摒弃“一捕了之”的冷漠办案
态度，并及时告知侦查机关，对捕后达
成刑事和解的犯罪嫌疑人，要及时变更
强制措施。该院与公诉部门建立沟通
机制，注重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情
况和强制措施的变更情况，以减少不必
要的人身羁押。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
华）今年以来，修武县公安局以规范涉
案财物为抓手，不断健全完善涉案财物
管理工作机制，确保涉案财物管理底数
清晰、机制健全、责任明确，有力助推了
全局涉案财物的规范管理。

该局以“涉案财物管理工作”培训
活动为契机，组织学习《涉案财物管理
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定期开展警示
教育，把平时发现的问题总结归纳，明
确涉案财物管理工作要求，以刚性制度
保证不出问题。

针对涉案资金管理专户和取保候
审保证金专户，该局安排专业财务人员
进行自查，以财政专用票据作为收取和
返还的凭据，真正做到退、收有据。同
时，该局建立专用台账，明确标注办案
单位、案件编号和名称，逐案逐级进行
填写，确保涉案资金和取保候审保证金
的收取、保管和处理万无一失。

该局强化外部监督机制，组织警务
保障、法制、督察部门定期开展专项检
查，明确在涉案财物管理检查过程中的
重点和标准，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
利用案件审核、实地抽查、案件回访等
途径发现涉案财物管理问题，及时督导
纠正，确保涉案财物管理取得实效。

2018年以来，修武县公安局多次召
开涉案财物退赃大会，先后追回退还群
众被盗赃物、赃款共计 80 万余元，无一
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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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禁毒协会昨日成立

妥处“僵尸企业”破产案

内黄县检察院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修武县公安局
规范涉案财物管理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12月12
日上午，郑州禁毒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会
上，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政
委司廷俊宣读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来的
贺信。郑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义中

发来贺信，对协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司廷俊
以及郑州市禁毒办主任、郑州市公安局副局
长张保为郑州禁毒协会揭牌。大会审议通
过了《郑州禁毒协会章程》等，选举产生了协
会第一届理事执行机构。

据郑州禁毒协会会长赵敏介绍，协会将
充分利用禁毒工作的社会化平台，全方位、
多层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协
会及会员的作用，为实现无毒郑州、幸福郑
州、平安郑州作贡献。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特
约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彭超峰）12月10日，
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马中东带头
办理“僵尸企业”破产案件，主持召开开封某造
船厂破产清算案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力争实
现资源重新配置，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此次债权人会议，由马中东担任审判

长，与该院副院长程向辉、审委会专职委员
程华平组成合议庭。债权人、债务人、管理
人代表及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管理人通报了债权人申报债权情
况、财产管理方案、报酬取酬方案等，并接受
了债权人的询问。会议表决通过了债权人
会议表决规则、债权核查规则等，确认了无

争议的债权，依法推进了该起破产清算案件
的审理进程。

开封市龙亭区法院不断优化工作模式、
提升专业素质，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工作在完
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中的积极作用，
助推“僵尸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
员 刘建华 李霖）近日，安阳
市北关区法院司法技术科
利用司法技术咨询，快速办
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既缩短了审
理期限，减轻了当事人诉
累，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
少”的压力。

被告驾驶三轮车与原告
驾驶车辆相撞，造成原告车
辆受损，原告车辆因维修花
费6460元，双方协商未果诉
至法院，并要求进行车辆损
失评估鉴定。因标的额较
小，该院司法技术科充分利
用技术咨询手段，快速得出
损失数额，使得该案件顺利
审结，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并履行完毕。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
讯员 王会设）“这本书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
作，我早就想看了！”近日，收到单位发的《吾
国与吾民》一书，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政治
处副主任李红爱不释手。这本书是魏都区
检察院开展“每月一本书、每天一阅读”活动
以来，该院发给检察干警的第17本书。

为不断提高检察干警的职业精神、职业

素养、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推进学习型机
关建设，去年以来，该院开展了“每月一本
书、每天一阅读”活动，要求全体检察干警适
应新时代要求，多读书、读好书，牢固树立乐
于学习、善于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做到
学而知、学而明、学而信、学而行。

“我们院所选的书籍内容广泛，涉及政
治、经济、法律、文学、历史等领域，每月一

本，采取院检委会集中学习和检察干警自学
相结合的方式，为检察干警‘充电蓄能’。”此
次活动的组织者、该院研究室主任吴洁说。

据悉，下一步，该院将以“每月一本书、
每天一阅读”活动为依托，举办“你讲大家听
——影响我的一本书”主题报告会、演讲比
赛等，在全院干警营造爱学、勤学、善学的良
好氛围。

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开展“每月一本书、每天一阅读”活动

为检察干警“充电蓄能”

用技术咨询手段
减轻当事人诉累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屯子派出
所结合当前正在辖区开展的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组织民警向辖区留守老人
宣传讲解冬季安全防护知识。图为12
月 11 日，该所民警在屯子村向留守老
人讲解安全使用电暖扇知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蒋
玉河 孙英 摄影报道

▶12 月 12 日，义
马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以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为载体，组织民警到
辖区幼儿园开展冬季
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图为民警在春天幼儿
园对老师、家长进行
交通安全宣传。

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马建刚 特约记者
李健 摄影报道

开封市龙亭区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