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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中的职能和作用，营造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
环境，12月14日，新乡市公安局南环分局民警
崔新建到辖区进行走访，为群众讲解安全防范
手册中的防范知识。 武秀鲍可 摄影报道

封丘县公安局尹岗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
向群众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提醒群众增强年末
的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平平安安迎新年。

永强 摄影报道

由于有多年农村生活的经历，曹秀增格
外关心农村群众的生活，格外关注涉农村群
众案件的公平正义。他根据多年的判案经验
和对乡风民俗的经验总结，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注重调解结案，更新调解理念，提升调解技
能，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调解方法与技巧，
赢得当事人信任和理解。2013年 2月，曹秀增
接手贫困户李某的离婚案件，已经闹得剑拔弩
张的两名当事人在他的调解下，冷静地签下了
和解协议。

“曹法官可是个好脾气，有涵养，帮了我
的大忙，这么好的人咋就突然走了。”听说曹
秀增去世的消息，李某十分难过。

“宁可自己多出力，也要让百姓少跑腿。”
这是曹秀增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每次开庭快
到中午 12点时，都会主动询问当事人，是先开
庭还是先吃饭。很多时候开完庭都到下午两
三点钟，大部分情况下，曹秀增不吃饭就赶着
制作裁判文书，只是为了不让当事人多等一
分钟。周围同事关心地劝他说，得注意身体，
曹秀增总是回应说：“把案子在最短的时间内
办好、办完，才不会觉得愧对当事人。”

曹秀增始终恪守法官职业道德，清正廉
洁，坚持践行“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司法宗

旨，有时候还会被当事人认为“不近人情”。
在原告郭某诉被告濮阳县城关镇政府一案
中，曹秀增开车到濮阳县查看现场，并与原
告、被告、第三人进行了谈话，希望能够妥善
协调好案件。在去原告郭某家时，因为天气
炎热，郭某拿出两瓶矿泉水说：“曹庭长，给你
们喝两瓶水吧。”曹秀增摆摆手说：“我喝了你
的水，被告和第三人知道了怎么说我？”这起
案件的各方当事人均十分满意。

“他很朴实、很亲切，总能够在法律的框
架内，真心实意地为当事人着想，最大限度地
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曾代理的几个非常棘手的案件，他不但调
解结案，还让被告在短时间内履行了法律义
务。”律师李向允回忆说，曹秀增有亲和力，能
以耐心、谦和的态度公正地对待每一名当事
人，有时候晚上八九点还能接到他征求意见
的电话。

案件办理中，不管当事人的社会身份、经
济条件如何，作为法官的曹秀增始终保持着
正直、中立的态度，公正地对待每一起案件。
他坚决抵制吃请、送礼等不正之风，坚决抵制

“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在当事人和律
师心中树立了人民法官公正无私的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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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践行司法为民承诺
——追记范县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庭长曹秀增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郝亚东 倪蒙 李艳/文图

不忘初心 甘于奉献 践行入职承诺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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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6
日，在范县人民法院首批入额法官宣誓仪式
上，曹秀增面向国旗庄严宣誓。其实，自 1991
年进入法院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他一直都在践
行着这份承诺。

曹秀增进入法院工作后，27年间经过 7个
岗位历练。他脚踏实地，善于学习，刻苦钻研
法律和业务知识，以求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
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2011年，全省法院系统强力推进信息化建
设，当时作为民一庭副庭长的曹秀增带领书记
员主动学习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正视每期审判

管理工作通报中的问题，虚心学习信息录入注
意事项，不仅准确录入自己承办的案件信息，还
指导庭内其他审判员和书记员全面、准确录入
案件信息，确保了全庭案件数据的准确和完整。

2005 年，曹秀增因病做了心血管支架手
术。家人劝他休息时，曹秀增说：“现在法院案
件多，我少干了，别人就得帮我干。”同事们知
道曹秀增身体不好，劝他休息时，他笑笑说：

“老毛病了，没大事。”
法官员额制改革后，曹秀增主动要求到审

判人员少、案件量大、案情复杂的少年审判庭，
从事少年案件和家事案件审判工作。虽然少
年案件和家事案件往往矛盾尖锐，当事人情绪

不稳定，但曹秀增到少年审判庭并从事家事审
判工作后，该庭案件调解、撤诉率排全院审理
庭室第一，服判息诉率全院第一。2018 年，他
个人审理的案件无一改判发还，无一上访，无
一超期。

“他办案业务熟练，总是愿意接最棘手的
案子，从不跟单位讲条件。”与曹秀增合作 7年
的同事苏合声说。

一心为民 清廉公正 树立人民法官好口碑

受委托，定于2019年1月4日上午

10时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26

号公开拍卖位于新郑市溱水路东侧兴

弘花园25号别墅一套（豫[2018]新郑

市不动产权第005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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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3日

联系电话：0371-69190638

网 址：www.hnycpm.com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拍 卖 公 告

（一）郑工商郑东撤变字[2018]002号
郑州路乔惠商贸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5年1月22日变更登记
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股东签名材料并取
得郑州路乔惠商贸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号
410101000019311），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
规定，本局决定撤销郑州路乔惠商贸有限公司2015
年1月22日变更登记。

(二) 郑工商郑东撤字[2018]008号
郑州亚志杰建材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7年3月22日设立登记
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股东签名材料并取
得郑州亚志杰建材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10100MA40P5TY7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本局决定撤销郑
州亚志杰建材有限公司2017年 3月 22日设立登
记。营业执照同时作废。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12月28日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撤销变更、设立登记公告

（一）郑工商郑东撤字[2018]006号
河南昱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6年4月14
日设立登记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
的股东签名材料并取得河南昱良商务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MA3X8XE64R)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
本局决定撤销河南昱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2016年4月14日设立登记。营业执
照同时作废。

(二)郑工商郑东撤字[2018]007号
郑州纳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办理2014年4月30
日设立登记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
的股东签名材料并取得郑州纳汇网络科技
有 限 公 司 设 立 登 记 ( 注 册 号
41010100009583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本局决定
撤销郑州纳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4
月30日设立登记。营业执照同时作废。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12月28日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撤销设立登记公告

杜延峰、彭书伟：
本会受理河南利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申请仲裁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
书。望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并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
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
庭。本案定于2019年3月26日上午
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不按时到庭本
会将依法缺席审理。本会地址:河南
省许昌市东顺河街与东大街交叉口向
南鼎鑫鑫悦广场D座7楼。

许昌仲裁委员会
2018年12月28日

公 告

公 告
以下车辆严重违反三门峡市兴通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兴通运输公司）签
订的协议书，按协议约定从公告之日起双
方所签订的协议书终止，并解除挂靠关
系，请以下车辆实际所有人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日内到兴通运输公司办理车辆
过户手续。逾期不办理的，由该车辆带来
的交通事故纠纷、经济责任纠纷、法律责
任等一切后果由车辆实际所有人承担，与
兴通运输公司无关。次序为：序号、姓名、
车号：1.张志青 豫 M68175;2.王峰 豫
M62287;3.李海江 豫M67319 豫MB319
挂; 4.王元超 豫 M68638 ;5.黄宝统 豫
M69780 ;6.曹登平 豫M61803 ;7.张发军
豫M68853;8.苏绍青 豫M56116 ;9.肖钦
鲁 豫M66028;10.杨伟伟 豫M67861;11.
陈宏伟豫M66601 豫M7286挂;

三门峡市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近期，沈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了
三轮车违规专项整治活动。河南法制报
记者程玉成 通讯员黄长春摄影报道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组织全体民警开展
“平安守护”集中治安清查专项行动。河南法
制报记者李杰通讯员蒋玉河摄影报道

曹秀增生前开展扶贫工作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

4日10时在中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系统（http://www.zmxggzy.gov.

cn/）依法公开拍卖沙土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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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纳5万元的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

展示时间：2019年1月2-3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55530519

18003780165

网 址：www.hnycpm.com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拍 卖 公 告

12 月 10 日，曹秀增十分忙碌，他外出
调解案件，回到办公室又开始审理案件，上
午的工作忙到下午2时。曹秀增感到身体
不适，但仍坚持上班。下班时间过后，在同
事的催促下，他才回到家中。12月11日凌
晨，曹秀增胸口疼痛难忍，他的妻子连忙拨
打120急救电话。可惜为时已晚，心脏病突
发的曹秀增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去世……

今年 48 岁的曹秀增是范县人民法院

一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少年案件审判
庭庭长。在法院工作27年，他始终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累计办结各类案件 5000 余
件，所办理的案件无发回改判、无错案、无
信访案件，得到当事人和全院干警的一致
好评。他多次被省、市、县法院荣记“个人
二等功”“个人三等功”，并获得“先进工作
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他所在的审判
团队也多次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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