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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律师良性互动
打造本土特色品牌

南阳通报去年全市扫黑
除恶工作开展情况

河南法制报律师服务团优秀代表座谈会暨联合打造
精品法律服务活动研讨会召开
□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昨日，河南法制
报律师服务团优秀
代表座谈会暨联合
打造精品法律服务
活动研讨会召开。
河南法制报社社长
赵克中、副总编辑曾
庆峰出席会议并致
辞，来自省会知名律
师 事 务 所 的 14 名 资
深律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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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赵克中向律师们一直以来对河
南法制报的关心支持，尤其是在河南法制报举
办的诸多法律服务活动中的付出表示感谢，表
示河南法制报将会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活
动策划服务好律师行业。

曾庆峰介绍了河南法制报的整体情况，重
点介绍了河南法制报在律师团建设和打造精品
法律服务活动的设想，希望律师、媒体相互合
作、优势互补、相互赋能，联合举办高质量的法
律服务活动。

北京隆安（郑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昌、河
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政伟、河南泰豫恒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河南赢豫律师事务所律
师钟钦才均认为，河南法制报要努力形成一支
执业领域多样、知识结构匹配、职业素养高的法
律宣讲队伍，
打造本土公益法律服务品牌。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华代、河南予
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增超、上海建纬（郑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贺学文表示，河南法制报立足办
报特色，致力于打造独具特色的公益法律服务
品牌，体现了媒体的社会担当精神，也是新时代
媒体转型发展的有益探索。

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俊业、
北京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巧梅、上海
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文涛认为，河南
法制报律师团以报社为依托，结合办报特色和
优势，通过打造精品活动和优质法律服务项目
搭建服务律师新平台，
促进了律媒良性互动。

河南法学汇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徐滟、河南
律泰律师事务所主任邱梅、河南成务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杨颖、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卫萍建议，媒体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应建长效合
作机制，律师要在法律服务中展示专业素养和
执业专长，
要学会讲故事，
让人听得懂，
喜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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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律师一致赞同开放办法律服务活动，力
争使所办的活动成为司法行政部门抓工作的载
体、律师展示风采和投身法律公益事业的舞台。
通过研讨，参会律师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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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8 日，
我局在郑州市二七
区郑密路与南三环交叉口向南 200 米亚
星金运外滩小区地下停车场一辆车号为
豫6F33J车上 查获的烟草专卖品，
现我局
已依法对该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直属分
局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
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牌号规格 数量 牌号规格 数量
黄金叶（天香细支）
黄鹤楼（1916）
中华（软）
黄金叶（天叶）
利群（夜西湖）
利群（软阳光）
利群（软红长嘴）

203 条
15 条
175 条
40 条
21 条
9条
32 条

共计：壹拾肆个（品种）
特此公告。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利群（硬红长嘴）
白沙（和天下）
利群（西子阳光）
利群（西湖恋）
小熊猫（家园）
黄金叶（天尊）
白沙（和天下细支）

13 条
2条
5条
5条
9条
4条
7条

总计：伍佰肆拾条整（数量）
2019年1月11日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
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龙）1 月 9
日，南阳市扫黑办举行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8 年全市扫
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号召全市人民群
众继续检举揭发黑恶线索，迅速掀起新
一轮扫黑除恶高潮。
2018 年，南阳市公安机关共打掉黑
恶犯罪团伙 119 个，打击处理涉案人员
977 名，查封、扣押、冻结黑恶势力涉案
资产 3.88 亿元；南阳市检察机关共批捕
黑恶团伙犯罪嫌疑人 475 名，提起公诉
348 名；南阳市审判机关共受理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 55 件涉及人员 394 名。

济源警方与两家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图为座谈研讨现场
张志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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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8 日，
我局在郑州市火车
站 K261 列车到达郑州站 9 站台上 查获
的烟草专卖品，
现我局已依法对该批卷烟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直属分
局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
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牌号规格

数量

牌号规格

数量

4条
黄金叶（天香细支） 104 条 钻石（荷花）
2 条 黄金叶（天叶细支） 8 条
黄金叶（天尊）

共计：肆个（品种） 总计：壹佰壹拾捌条整（数量）
特此公告。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意见建议。这将有助于河南法制报律师团进一
步开展送法进高校、进社区、进企业等法律服务
活动，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律服务品牌，助推
法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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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破产案件审理需要，本院需
指定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符
合下列条件的中介机构，可以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报
名并提交报名材料二份，参与抽签
或摇号：
1.已入河南省法院企业破产案
件管理人名册的一级管理人；
2.三年内无被行政处罚或者纪
律处分的记录；
3.与破产企业无利害关系（根据
具体案件确定）；
4.愿意承担可能无报酬的风险。
报名地址：本院 610 室
联系电话：0371-64599775
巩义市人民法院
2019 年 1 月 11 日

本报济源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聂学
强）为积极推进济源“智慧公安”建设，全
面深化警企战略合作交流，强化公安信
息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济源版智慧警
务，1 月 8 日，济源市公安局与华为等两
家知名企业分别就“智慧公安”及“雪亮
工程”
建设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8 年，济源市公安局投资上千万
元的数据中心机房、指挥中心等一批信
息化基础支撑项目相继落地。此次与两
家知名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济源市
公安局建设
“智慧公安”
的一个新起点。

扶沟县固城乡大王村是扶沟县检
察院的帮扶村。该院在这个村引进扶
贫车间，让贫困妇女在农闲时加工窗帘
杠增加收入。图为该院干警在扶贫车
间走访。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
员 葛清华 摄影报道

拍 卖 公 告

债权转让通知书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安阳市平原路维客商务酒店会议
室公开整体拍卖
“安阳市润和出租车有
限责任公司”
（原名为
“安阳市贞元出租
车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部股权。公司现
有出租车经营权 364 辆，公司每年向车
辆使用人收取管理费约57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我公
司交纳保证金人民币 50 万元后参与竞
买，竞买不成交拍卖日后 7 日内保证金
全额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地点：拍卖日前、标的物
所在地
拍卖公司地址：
安阳市平原路367号
联系电话：
0372-365444、
13193526633、13783835888
河南安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1 日

河南第一火电建设有限公司（原河
南第一火电建设公司）：
根据贵司与我司 2011 年 7 月份
签订的《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
限公司 1*33MW 机组工程的工程施
工协议》，经双方结算确认，贵司至
今仍欠付我司工程款本金 2984665
元（大写贰佰玖拾捌万肆仟陆佰陆
拾伍圆整）及相应利息，我司依法已
将上述债权及合同中的其他权利全
部转让给宰学升，请贵司直接向宰学
升履行清偿义务。特此通知并催款。
债权人：辉县市城建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