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尉氏县处非办关于
对张玉着案件结案的公告。被
告人张玉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一案，2016年 6月 1日尉氏县
公安局立案打击，尉氏县人民
法院已于2016年12月22日审
结，截至2016年9月3日，已退
还所有集资参与人本金259.66
元，取得了集资参与人的谅解
和满意，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尉氏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河南省尉氏县处非办关于

对聂永辉案件结案的公告。被

告人聂永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一案，2016年6月12日尉氏县

公安局立案打击，尉氏县人民

法院已于2018年 9月29日审

结，三年来，未发现新增受损客

户及可追缴资产，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尉氏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百姓之家茶园”王丹明涉

嫌集资诈骗案，2016年 3月 9

日杞县公安局立案打击，2017

年 4月 22经杞县人民法院审

结，经司法机关审查无可追缴

的涉案资产，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杞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开封银基投资有限公司”

王隋兴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案，2017年 3月 1日杞县公安

局立案打击，2018年10月8经

杞县人民法院审结，经司法机

关审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

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杞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河南智俊佳商贸有限公司
长葛市金源纸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玫瑰食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正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葛市保盛钢板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葛青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长葛市保盛钢板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利雅德瓷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润达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华原药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创鑫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长葛市同丰瓷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亚鑫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鑫丰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长葛市亚新门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统环卫浴有限公司
长葛市统环卫浴有限公司
河南邦正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渤硕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金惠达卫浴有限公司
长葛市华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长葛市康迪齿轮有限公司
长葛市麒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7,630,000.00
6,500,000.00
4,000,000.00
4,222,214.32
6,000,000.00

5,000,000.00

14,644,117.00
12,000,000.00
2,300,000.00
6,500,000.00
2,200,000.00
4,000,000.00
2,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
5,500,000.00
7,000,000.00
1,495,000.00
3,700,000.00
1,100,000.00

118,978.72
391,608.75
1,448,470.30
1,859,291.29
28,199.12

7,196.00

1,127,527.99
579,467.71
346,466.25
272,146.88
37,296.42
727,804.35
27,840.00
450,225.00
273,470.00
629,141.31
194,300.00
250,125.50
973,722.74
190,462.50
326,741.08
711,152.34
107,325.11

0.00
0.00
23,635.00
26,59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302.00
0.00
0.00

7,748,978.72
6,891,608.75
5,472,105.30
6,108,102.61
6,028,199.12

5,007,196.00

15,771,644.99
12,579,467.71
2,646,466.25
6,772,146.88
2,237,296.42
4,727,804.35
2,027,840.00
5,450,225.00
3,273,470.00
1,129,141.31
3,194,300.00
1,250,125.50
6,473,722.74
7,190,462.50
1,833,043.08
4,411,152.34
1,207,325.11

长葛市恒源木业有限公司、王晓花、王倩倩、罗俊妞、王有红、赵亚鹏
长葛鑫创金属有限公司、许昌县财茂木业有限公司、杨宝剑、韩保亮、韩战勇、杨通、张晓航
长葛市亿德利磨具磨料有限公司、王洪涛、王治业、孔庆安、闫敏生
许昌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中心、张莉娜、张光、张浩
长葛市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葛市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葛市睿胜家居有限公司、
河南葛青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长葛市盛普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长葛市鼎久商贸有限公司、张振民、范秀阁、

长葛市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葛市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葛市盛普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长葛市睿胜家居有限公司、长葛市保盛钢板制品有限公司、张振民、范秀阁
长葛市鼎久商贸有限公司
长葛市蓝鲸卫浴有限公司、孙金胜、马鲜娥、王永军
许昌市华原药业有限公司、李建立、王彩莲、孔松录
河南佛尔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孔松录
长葛市同丰瓷业有限公司、敬见欣、敬志刚、赵自闯、敬俊红
河南晨博金属有限公司、敬志刚、敬见欣、李新杰、马新伟、王佩
长葛市同丰瓷业有限公司、敬志刚、孔永强、
长葛市东杰防护材料有限公司、长葛市红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志良、王惠琴、苗慧川、张会玲、冯亮杰
朱大龙、李晓艳、苗慧敏、河南鑫丰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苗慧川、张会玲
孙双举、孙小丽、侯松记、孙四平、孙书玲、孙统环
孙双举、孙小丽、侯松记、孙四平
李永贵、河南省世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王素红、陈明杰
李英俊、长葛市中天华科机械有限公司、张彦伟
河南大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力创陶瓷科技有限公司、许玉箱、黄慧娟、许瑞平、李海升
长葛市华城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长葛市鑫源纸业有限公司、蔡安民、袁保红、刘维卿、张秋玲、王西乾
长葛市康益牧业有限公司、张俊超、李爱雪、张东海
赵永恒、李存立、张建伟、长葛市中鹏腾远金属有限公司

位于长葛市金桥路街道办事处金桥路街
道十五街坊城市花园紫苑6号楼，面积为
355.79平方米及位于长葛市金桥路街道
办事处保盛城市花园1号楼1-2层商铺，
面积为589.88平方米
位于长葛市金桥路街保盛家居广场共计
37套，面积共计956.09平方米

（上接14版）

合计51笔 238,162,320.56 31,621,413.73 369,761.04 270,153,495.33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代垫费用 债权总额 保证担保情况 抵押物情况

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活动

本报讯 为大力倡导勤俭节约、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守护“舌尖上的
文明”，近期，长垣市法院坚持多措并
举，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活动，
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氛
围。该院组织全体干警签订“厉行节
约 反对浪费”承诺书；机关食堂严格
落实“光盘行动”，实行预约用餐制度，
根据每天用餐人数合理准备食材，从
源头上减少浪费；同时，监察室还加强
督导，不定期对食材采购、运营等情
况开展专项检查，从严落实各项工作
安排，努力使“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成为常态、落到实处。（樊杰杜冰心）

集中曝光违法车辆

本报讯 为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近日，汝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
渣土车、大货车实施科技监管，对不
办理通行证件或不按规定时间、规
定路线通行的，一律从严从重处罚，
并对违法车辆进行集中曝光。

（张磊 谷玉杰）

长垣市法院推行“分调裁审”改革

本报讯 长垣市法院紧紧围绕
“分流有序、调解有方、裁断有速、审
判有质”要求，大力推广速裁团队和
法官工作室建设，推进简案速裁、普
案快审、繁案精审、类案专办，发挥
质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审判执
行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加快推进司法
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实现全流
程管理无盲区、全条线监督无疏漏、
全方位监管无断链，不断提升司法质
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杜冰心）

多措并举 精准打击犯罪

本报讯 近年来，范县检察院针
对各类刑事犯罪多发，特别是侵财
类犯罪、涉众型犯罪和网络犯罪的
多发，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多措并举
加大精准打击犯罪力度。一是按照
时空布局特点精准打击侵财类犯
罪。二是从严从重打击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犯罪。
三是积极探索打击网络犯罪新渠
道。 （李亚东）

长垣市法院打造过硬法官队伍

本报讯 为打造过硬法官队伍，
确保司法公正高效，长垣市法院立
足实际，结合院情，采取措施打造一
支业务过硬、政治坚定、作风优良、
廉洁公正的高素质过硬法官队伍，
从而激发广大干警“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服务的新活力。

（杜冰心）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焦作市中站
区税务局开展“向纳税人问需”活动，通
过填写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纳税人意
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办税服务，提高纳
税人满意度。 谢超 摄影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深入推动“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和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
活动，近日，新乡市公安局凤泉分局积极
组织民警收看“牢记训词精神 践行初心
使命”——公安机关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主题“云”宣讲。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齐海霞 摄影报道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封丘县公安局邀请学校师生走进
警营，征求意见建议，促进教育整顿
深入开展。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检察院依
法对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
的邓州市某公司法人代表马某作
出不起诉决定。

疫情防控期间，马某安排工厂
工人检修机器为复工复产做准备
时，该工人身穿的大褂工作服卷入
机器外露的转轴内造成摔伤后，经送
医抢救无效死亡，造成安全生产事
故。该案件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移
送邓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
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了解到，事故发
生后马某积极组织抢救伤者，协助被

害人亲属处理善后事宜，并主动进行
了经济赔偿，最终取得了被害人亲属
的谅解，同时案发后马某与被害人亲
属一同前往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具有
自首情节。

为了更全面了解情况，承办检
察官与该院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办
公室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马某公司
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到该公司成立
于 2008年，属于招商引资项目，发
展前景较好，经营作业10余年未发
生过安全生产事故。

经过调查核实和审查全案证

据后，承办检察官认为马某具有自
首情节且认罪认罚，主动赔偿被害
人近亲属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近
亲属谅解，且系初犯、偶犯，按照宽
严相济形势政策和“企业为王，精
准服务”要求，充分考虑当前“六
稳”“六保”大局，不需要对其判处
刑罚，遂提请检察长决定对马某作
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近日，承办检察官一行来到马
某公司公开送达了不起诉决定
书。目前，该公司已实现全面复工
复产。 （马海洋 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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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检察职能 实现精准服务
邓州市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