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托，定于2019年7月30日10时在
我公司多媒体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公开拍
卖：位于安阳市水冶镇辅岩路104号安阳
县水冶五交化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有意竞买者，持本人有效证件及本人
名下保证金转款手续于2019年7月29日
16:00时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竞买保证金贰佰万圆整。

保证金交至收款单位：河南振邺拍卖有
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海河大道支
行，账号：1706620409200014985。

报名时间: 2019年7月26、29日
预展时间：至公告发布之日起
标的所在地：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15993836993

15093936978
公司地址：安阳市文峰大道迎宾馆西

侧9号楼中信大厦16层
河南振邺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日

拍 卖 公 告
洛阳市永奇商贸有限公司、王瑞萍、李希恩:

本委受理周景瑞诉你(单位)洛阳市永

奇商贸有限公司、王瑞萍、李希恩劳动争议

一案(老劳人仲案字(2019)50号),申请人要

求你(单位)支付 2017 年 5 月-7 月工资

15000元。因无法联系你本人，根据有关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现定于2019年9月12日9点00分在

洛阳市老城区状元红路与经八路交叉口西

北角4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洛阳市老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3日

公 告
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通知下

列同志，自通知后10天内，请本人携带身份
证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和填写上岗申请表；
如果本人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和填写上岗申
请表，请于30天内以书面方式答复单位。

如果本人不答复单位，10天内也不到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填写上岗申请表，视
为你本人不愿签订劳动合同，按终止劳动
合同处理；同时从登报之日15天起，公司
将对你不到岗报到的行为按旷工处理，公
司将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
规定和河南能源有关规定依法解除、终止
双方的劳动关系。
附人员名单：
贾藏真 张光民 谭海港 陈玉珍
李雅莉 张艳丽 夏娜娜
义马三力强盛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3日

通 知
王铁会、贾长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王娟（41071119******110X）已于
2019年 4月 16日与转让人胡俊清
(41272319******5038)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其对债务人王铁会
（41012619******0072）、担保人贾长
贵（41011119******2012）享有的债
权及相关从权利按现状转让王娟，自
2019年7月2日起，上述债权和从权
利归王娟享有。请上述债务人和担
保人自本债权转让通知公告之日起
向王娟履行相关义务。

特此通知。
胡俊清

2019年7月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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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
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赵昱柱）6月
28日，洛阳市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会议。洛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
娄会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及“双清零”工
作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下一

步工作任务。洛阳市纪委监委、市中
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汇报了相
关工作情况。

娄会峰强调，要以“见底清零”为
目标，正视差距、查找不足，敢于动真
碰硬，勇于担当作为，确保“双清零”工
作见底见效。要围绕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回头看”反馈意见，抓紧抓实抓好
整改工作，持续依法严惩，强化社会效

果，常态推进以案促改，纵深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要强化精品意识，抬
升工作标准，确保案件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强化以
上率下，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
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各级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直接责任，发挥扫黑办
职能作用，严格督导考核，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取得扎实成效。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
讯员 高敏）7 月 1 日，历经 6
个小时奋战，由安阳市文峰
区委政法委牵头的联合执
法行动，对该市义乌小区南
门某饭店内腐烂食品顺利
完成集中清理和消毒工作。

据介绍，该饭店因为个
人纠纷锁门数月，饭店内存
放的食品腐烂。接到群众
的反映后，文峰区委政法委
高度重视，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李向杰要求将该污
染源尽早清除。7 月 1 日下
午，文峰区委政法委组织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
文惠分局、区法院、区司法
局、区疾控中心、光华路街
道办事处等单位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对该饭店腐烂食品
进行集中清理和消毒。

洛阳：动真碰硬纵深推进扫黑除恶

6 月 22 日 22 时 46 分，张
某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
航 空 港 区 被 民 警 当 场 查
获。经鉴定，其血醇检验结
果 达 到 了 醉 酒 驾 驶 的 标
准。案发后，张某法表示愿
意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于该案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且犯罪嫌疑人认罪
态度好，办案民警请示领导
后决定立即启动 48 小时速
裁程序办理。

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
分局与航空港区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航空港区法院综
合审判庭迅速开展联动，互
通案情，完善证据和相关法
律手续。 6 月 25 日上午 10
时许，该案被移送检察院审
查起诉。经过认罪认罚告
知、提供法律援助等环节
后，案件于当天下午 5 时开
庭审理。法庭在确认被告
人自愿认罪后，充分听取公
诉人、辩护人意见和被告人
陈述后，当庭宣判，被告人张
某法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
役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元。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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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执法
守护群众健康

运用速裁程序
办结醉驾案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彭方）7 月 1 日上午，
新乡市委政法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
赴卫辉市太公镇深度贫困村西代
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
聚力脱贫攻坚”主题党日活动。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郅晓峰
带领市委政法委全体班子成员，以

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活动。
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市委政法

委和西代村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面向
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郅晓峰
到该村老党员、老村长潘俊和贫困户
潘树根家中，了解家庭生活、扶贫政
策落实、饮水和住房安全等情况。

在这次活动中，新乡市委政法

委机关全体党员按组分包全村47个
贫困户，逐一进行入户走访慰问，宣
讲党的扶贫政策，了解致贫原因，分
析研究脱贫对策，帮助整治户容户
貌，并发放平安建设宣传物品。

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坚持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
能力，更好履行职责使命。

组织机关党员赴贫困村慰问帮扶
新乡市委政法委：

▲7月1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交
管巡防大队的党员民警、辅警，在党支部副
书记刘鹏举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

王晓 摄影报道

▲南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近日举行系
列主题党日活动，以进一步增强党员干警的
党性观念。河南法制报记者王海锋实习记
者刘震通讯员毛楠刘亚璇摄影报道

▶昨日上午，由渑
池县检察院、河南仰韶酒
业联合承办的“初心照亮
征程用心做好服务”检察
服务进企业文明实践活
动在仰韶酒业拉开序幕。
图为检察官与企业员工联
合演出节目。河南法制
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王爱霞 摄影报道

▲7月1日，周口市检察院举行“不忘初心跟党走”庆七一大型专
题文化活动。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宫武参加活动并讲话。
图为活动现场。 河南法制报记者杨占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