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立群，女，汉族，身份证
号：410106197601200043，因
长期旷工，按照《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员工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用人单位可
解除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因
此公司决定解除与其签订的劳
动合同。

请夏立群到公司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手续，自公告之日起7
天内未回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的，公司将按规定进行处理，由
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个人
承担！

特此公告。
河南长城众鑫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公 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有关规定，周口市淮阳区爱心粥

志愿者协会经周口市淮阳区民政

局批准登记具备法人资格,其合

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社团名称：周口市淮阳区爱

心粥志愿者协会；法定代表人：

李明丽；办公地址：周口市淮阳

区城关回族镇苏马庄村；注册资

金：叁万元整；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411626MJY578823T；成立

时间:2020年7月20日；联系人：李

明 丽 18272865570、孙 银 祥

13393918999。

周口市淮阳区民政局

2020年7月31日

公 告
河南永宏不锈钢有限公司 :

经稽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行
为：未为荀大伟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为其
缴纳2012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各
项社会保险费69730.50元。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
一款之规定。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四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
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特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强制执行
催告书》（郑人社基催告字〔2020〕第3003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单
位自公告期满十日内到郑州市社会保险中心
和郑州市税务机关为荀大伟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并补缴其2012年2月至2016年6月
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69730.50元，其中：
养老保险费 51870.00 元、失业保险费
4690.00元、医疗保险费统筹部分10388.00
元、工伤保险费927.50元和生育保险费
1855.00元，并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

请你单位自本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期
满后十日内，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
单位。如果逾期拒不履行本强制执行催告
书的，我局将依法作出强制执行。

联系电话：67187033 67170203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7月31日

公 告

近日，长垣警方在“纪律作风深化
年”活动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
活动，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一名。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玮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巡防大队以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
动力，屯警街头，强化防控，为群众保驾
护航。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7月27日下午，鹤壁市淇滨区检察
院组织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为武警
鹤壁市支队赠送普法教育书籍，并举办
法治讲座，助力官兵依法维权、推动部
队依法治军。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王志凯摄影报道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崔佳 李淑亚）7 月 29
日，襄城县法院对一涉恶案件进行
一审宣判。被告人谭某卫犯寻衅滋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法院审理查明，自2007年以来，被
告人谭某卫与谭某超、冀某兵、谭某兵
（3人均已判刑）经常纠集在一起，在襄
城县颍阳镇谭庄村等地，因琐事采用
暴力、威胁或者滋扰、哄闹等手段，多
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当地社会
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颍阳镇管武村村民武某因谭某
超等人的拉砖拖拉机将其家门前的
路轧坏，多次堵路不让拖拉机过，并
要求谭某超经营的砖厂为其修路，

谭某超找武某协商未果。2007 年 8
月 19 日晚，被告人谭某卫受谭某超
指使与谭某定（已死亡）、冀某兵、谭某
兵、谭某磊、谭某洋（已判刑）等人持钢
管殴打武某。经鉴定，武某的伤情属
轻伤二级。

颍阳镇谭庄村村民谭某因“空心
村”治理问题，到北京上访状告谭某
超，谭某超怀恨在心。2008年2月20
日，被告人谭某卫受谭某超指使与冀
某兵、谭某兵等人蒙面持钢管殴打谭
某。经鉴定，谭某的伤情属轻伤一级。

2007年8月5日14时许，颍阳镇
后郑庄村村民周某因谭某超砖厂的拖
拉机太吵与谭某相发生争执并打架，
周某用石块将谭某相头部砸伤，事发

后周某怕谭某超、谭某相报复躲藏外
地。后被告人谭某卫在谭某超带领下
与冀某兵、谭某兵等人到周某家谩骂、
闹事，后周某赔偿谭某相3000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谭某卫伙同他
人借故生非、持械殴打他人身体，破坏
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被告人谭某卫伙同他人共
同故意犯罪，系共同犯罪。谭某卫在
共同犯罪中，积极参与，起主要作用，
应当认定为本案主犯。被告人谭某卫
当庭自愿认罪认罚，酌定从轻处罚。
综合被告人谭某卫的犯罪情节、社会
危害程度、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对被告
人的量刑建议适当，法院依照相关条
款之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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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公安局贯彻市委九届十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提升办案水平 精准打击犯罪

落入传销窝点
幸得民警解救

对一涉恶案件进行宣判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姚占阳 李瑞州）日
前，鹤壁市公安局召开党委会议，
传达学习鹤壁市委九届十次全会
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措施，强调要积极应对各类
风险挑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严格、
规范、精准、落地工作标准，全面推
进公安工作。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
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市、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标准化城市为契机，加快推进智慧
街面巡防、智慧安防小区等方面软
硬件建设，确保各项创建任务按期
完成。二是提升执法办案水平。
强化各级执法办案中心、
案管室监督管理等
职能，实现对
民 警

执法行为的精准管控、精准督导，
严防执法过错；完善法制员选任机
制，细化法制员培养、考核、奖惩制
度，将法制员经历作为考察执法民
警的重要标准，进一步突显法制员
在执法规范化建设中的排头兵作
用。三是精准打击违法犯罪。该
局直接牵头侦办涉黑、命案积案、
网络贩枪等重大、疑难案件，对贩
毒、电信网络诈骗等组织化程度
高、隐蔽性强的有组织犯罪，充分
运用新型技战法，最大限度
串并扩线，确保一举
突破，一网打
尽。四

是开展安全守护行动。严格落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百日攻坚”行动部署要求，
持续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力争到 2020 年年底，城市道路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
安全头盔佩戴率分别达
到 90% 、70% 以
上。

本报洛
阳 讯 孩 子 外

出打工下落不明，家
人寻找无果。近日，嵩县公

安 局 纸 房 派 出 所 民 警 接 到 求 助
后，迅速到辽宁省鞍山市将被骗
传销窝点的男孩解救，同时被解
救的还有其他 9 人。

2019 年 8 月份，嵩县公安局纸
房派出所接到王某报警求助，称其

儿子外出打工 4年没
有音信，请求公安机关予以

查找。后纸房派出所所长刘五保
经了解得知，王某的儿子王某某
2016 外 出 打 工 ，4 年 多 来 杳 无 音
信。去年，刚开始说是在江苏打工，
陆续向家里要过几千块钱，再后以
谈朋友、做生意等理由接二连三不
断 地 向 家 里 要 钱 。 电 话 时 断 时
通，打过去就是陌生人接听。刘
五保初步判定王某某可能是陷入
了传销组织。为尽快找到王某某，
刘五保及时与嵩县公安局合成作
战队进行沟通，队长高斌根据分析

研判确定其在辽宁省鞍山市环山
区一带活动。今年 7 月 22 日，民警
前往哈尔滨等地办案，同时让王某
一同前往寻找王某某。7 月 23 日，
刘五保和民警陈红武赶到鞍山市，
在嵩县公安局合成队的支持下，确
定王某某所处的位置。民警顶着
高温酷暑，经过 5 个小时的查访，
终于查找到一个疑似传销组织窝
点。民警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查
获一传销窝点，找到了被骗传销窝
点的王某某及来自重庆、山东、河
南等地的其他传销人员 9 名。

（胡晓 杨新亮）

襄城县法院

因下列持卡人在我行信用卡透支，超过规定时

间未归还，现决定对该批持卡透支人进行公告催

收，请下列债务人立即与我行联系，积极还款付息，

否则，我行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

2020年7月3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
债权催收公告

姓名 证件号码 账户余额 拖欠本金 住宅地址 币种

程东升
胡孝伟
竹美林
岳卉丹
李小燕
何亚东
冯朝杰
姚新红
蔡鹏杰
尹亮
赵光明
张满昌

413026199009035116
413026198504262119
413026198411268749
411526198409100029
413026199503018127
413026199309181510
413026198611290633
413026199612033035
413026197707192451
411524198707201159
413026199204273013
411526198709300751

43108.55
24725.31
100204.44
64848.36
50383.42
148565.89
200289.70
51092.80
21800.84
77250.27
27554.81
20711.97

23627.1
8384.5
96418.23
61992
48774.82
140496.34
170111.74
50490.6
21104
68081.03
25839.1
15536.47

固始县黎集街道
固始县汪棚乡陈寨村木桥村民组
固始县封港乡丰港村埂拐组
固始县草庙集乡中学家属院
固始县蓼城街道办事处麻纺路34号
固始县城关镇凤凰大道
固始县城郊乡十里井村路北村民组
固始县城关镇怡和大道中段城南一号小区8号楼一单元4
固始县草庙集乡街道
商城县上石桥镇坑坡湖村湖沿组
固始县郭陆滩镇圈堰村北堰组522号
潢川县春申办事处崔井村郑庄38号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