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吕灿涛王向生）“感谢你们
这一年来的付出，为我们企业提供了安
全稳定的生产环境。”日前，当宝丰县公
安局周庄派出所民警李阿丽把办好的几
十张居住证送到辖区某棉纺公司时，该
公司负责人激动地对她说道。

这是宝丰县公安局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辖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该局
结合辖区群众及企业经营实际，访民
意、察民情、问民需，向企业问政、问策、
问计，拉近警民距离，密切警民关系，扎
实做好基层基础工作，筑牢安保防线，
切实提高服务群众及企业工作水平。

同时，该局组织民警开展大走访活
动，加大对辖区机关单位、居民小区、中
小学校等走访排查力度，全面收集各种

信息，化解邻里纠纷，向社区群众了解
社情民意，听取意见建议，摸排辖区周
边潜在的各类小问题、小矛盾、小隐患,
实时掌握辖区社会治安动态，全力营造
更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该局还立足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推
出更多便民服务措施，将服务前置、职
能拓展，积极开展案件倒查、案件回访
等工作，严谨工作制度，树立公安机关
积极作为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的认可
和支持；切实把走访评议、接受群众和
企业监督的过程作为改进纪律作风、推
进廉政建设、改善公安队伍形象的过
程，进一步端正服务态度、改进服务方
式、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推出新的便民
利企措施，提高社会管理效能和服务群
众、企业水平。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邓州市检
察院强化三项举措，破解三大难
题，积极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专项活动，共监督 15 件，维护了
执法公正和权威，切实增强了监
督质效。

注重对接，努力破解线索获
取难。该院依托 12309检察服务
中心载体，充分发挥检察官方微
信、门户网站等作用，借助“送法
五进”和“一乡一检一员”活动，深
入宣传该监督职能，努力扩大影
响、收集线索、打开局面；注重对
接行政机关，强化职能衔接，着重
掌握每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
件底数，特别是法院不予受理和
裁定不予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终
结执行及无下落无回音的案件，
促进监督“有的放矢”。

聚焦问题，努力破解案件办
理难。该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跟

进落实、移交违法犯罪线索，既监
督程序瑕疵，更聚力突破上述重点
领域的关键问题。该院聚焦执行
和解问题，激活“僵尸案件”。如自
然资源规划局和市场监督局就15
件生效行政处罚决定执行与被执
行人和解，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协
议期满后未及时申请恢复执行，该
院依法监督其对上述案件及其他
13件类案申请恢复执行，目前，法
院均恢复执行。

强化手段，努力破解效果提
升难。该院坚持双赢多赢共赢，努
力提升监督质效。强化常态联
动。该院与环保、市场监督、自然
资源规划等机关和法院推行联席
会议制，着力督导严防行政违法

“坐大成势”，增大行政非诉执行阻
力。强化无缝衔接。该院积极衔
接公安机关，移交涉嫌犯罪行为
线索，维护法律权威。（梁常建）

屡次犯罪不悔改 依法公诉

本报讯 郭某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3年，缓刑3年，在户籍地社区矫
正机关接受矫正期间，仍不思悔改，伙
同村民郭某田从事贩毒的勾当。近日，
范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刑事执行检察
组受理郭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现
已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
公正而又严厉的裁判。 （赵媛媛）

广场舞跳出幸福新节拍

本报讯 夜幕还未降临，西峡县石
界河镇通渠村的文化广场已渐渐热闹
起来，随着《卡路里》等动感舞曲播放，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随着音乐摇
摆，有的跳，有的看，别提多热闹了。“扶
贫不仅要物质脱贫，也要让精神脱贫，
每天带大家参与娱乐活动就是让大家
全面脱贫。”领舞的村干部刘晓谈起她
的初衷。全民均可参与的广场舞，不仅

改变着通渠村村民的生活方式，引导着
健康的娱乐方式，也改变着群众的精气
神。村民在日复一日的参与中跳出生
活的精彩，也跳出农村健康、时尚、幸福
的新节拍。 （王倩）

防诈骗宣传进乡村

本报讯“接到要求汇款的短信或
电话时，一定不要轻易转账，要核实清
楚后再作决定……”10月21日，新蔡县
公安局关津派出所民警给群众讲解防
范电信诈骗知识。在大走访大排查大
化解大宣传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百日
行动”中，该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
辖区街道村委，在走访群众，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的同时，结合侦破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向群众发布预警提示，宣传
识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基
本常识与方法，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受到辖区群众支持与好评。（李进）

进企业宣传民法典

本报讯 近日，范县检察院指派第
二检察部干警到企业开展宣传民法典
活动。该院干警先后到省丰利石化有
限公司、市中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企

业进行宣传，从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以及
动产抵押、情势变更制度、离婚冷静期
的规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企业员
工纷纷点赞 。 （黄同盛）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本报讯 镇平县司法局玉都司法所
以调解联络员、村民调解小组、各调解
委员会为依托，形成逐级排查汇报制
度，并密切结合热点、重点工作开展矛
盾排查化解，对于排查出的重大矛盾纠
纷制定综合分析研判制度，不断完善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仝德顺）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辖区群众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提高
防范能力，在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
宣传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百日行动”
中，新蔡县公安局栎城派出所组织民
警、辅警深入辖区街道集市、村委村
庄，采取发放宣传材料、剖析典型案例
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防范网络赌博和
电信诈骗知识，向群众揭示犯罪分子
作案手法，提醒群众“不听、不信、不转
账”，不点不明链接，动员群众积极检

举揭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辖区
群众的支持与好评。

（李舒楠）
确山县司法局

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法律援助覆盖

率，为脱贫攻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
援助服务，10月20日，确山县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组织普法志愿者、律师在李
新店镇开展“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
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
置咨询台，现场为群众讲解法律援助申
请事项范围、条件等内容，针对群众关
心的土地纠纷、婚姻继承等热点问题结
合实际案例开展以案说法，为群众提供

“零距离”法律咨询，及时为群众答疑解
惑。此次活动，工作人员共发放《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相关宣传资
料 3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20余人次，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下一步，确山
县法律援助中心将进村入户持续开展

“法援惠民生、扶贫奔小康”系列宣传活
动，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做到应
援尽援，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提升群众满意率。 （黄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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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没有按照与原濮阳市
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
担保合同》的约定按期还本付息，根据银监局及人
民银行对我行所出文件精神，下列借款已由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承继，为切实维护我行债
权，请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
行联系，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见此公告后履行连
带清偿责任。

一、原胜利路城市信用社 1、借款人：景好义
担保人 濮阳市长兴设备防护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2
万元，2、借款人：徐洪杰 担保人濮阳市长兴设备
防护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4万元，3、借款人：濮阳市
奔腾摩托车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14.1万元，4、借款
人：张汇民 现欠金额4万，5、借款人：刘保群 现欠
金额：0.3万元,6、借款人：张美岭 现欠金额1.3万
元，7、借款人：杨春修 担保人：杨青双 现欠金额
0.2万元，8、借款人：杨进奇 现欠金额1.92万元，
9、借款人：张正义，现欠金额3.5188万元，10、借款
人：刘志清 现欠金额2万元，11、借款人：赵东宽
现欠金额1.5万元，12、借款人：濮阳市益豪摩托车
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350万元，13、借款人：濮阳市
益豪摩托车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100万元，14、借款
人：鲁忠臣，担保人：岳相保 现欠金额0.826万元,
15、借款人：张聚田 现欠金额0.22万元，16、借款
人：陈桃成 现欠金额0.2万元。

二、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营业
部 1、借款人：濮阳市青豫实业中心 共借款3笔，
共计现欠金额79.5万元，2、借款人：赵红泽 现欠
金额0.463万元，3、借款人：河南三利酿酒有限公
司 担保人：濮阳宾馆 现欠金额499.3万元，4、借
款人：濮阳市第一石油化工厂借款2笔 共计现欠
金额 218 万元，5、借款人：樊景义 现欠金额：

1.716636万元,6、借款人：郑春柱 担保人：徐杰民
共计两笔6.3万元，7、借款人：侯国强 现欠金额10
万元,8、借款人：南京驻濮汽配门市 担保人：侯国
强 现欠金额10万元,9、借款人：濮阳市隆达物资
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98万元,10、借款人：赵卫国
现欠金额2.6万元。

三、原濮阳市利民城市信用社 1、借款人：濮阳
市机电总公司 现欠金额3万元，2、借款人：濮阳市
设备防护公司借款两笔 共计现欠金额9.7万元，
3、借款人：王志民，现欠金额2万元，4、借款人：刘
靖东 现欠金额2万元，5、借款人：韩文堂 王志民，
担保人：濮阳市设备防护公司，现欠金额9.751万
元，6、借款人：韩文堂 担保人：刘靖东 现欠金额5万
元。7、借款人：刘金凤 担保人：樊景义 现欠金额3
万元，8、借款人：赵栓根 现欠金额3万元，9、借款人：
王书林 现欠金额4万元，10、李红凡 现欠金额4.9
万元，11、借款人：单培杰 现欠金额4.5万元。

四、原濮阳市科技城市信用社1、借款人：王勤
轩 担保人：濮阳市星海化工厂 现欠金额4万元，
2、借款人：王振海 现欠金额0.42万元，3、借款人：
孙兴勇 董华牛 现欠金额3万元，4、借款人：张怀
民 借款4笔 共计现欠金额28.5万元，5、借款人：
樊景义 担保人李卫军 现欠金额3万元，6、借款
人：濮阳市益豪摩托车有限公司，现欠金额600万
元，7、借款人：濮阳市益豪摩托车有限公司 现欠
金额1000万元，8、借款人：濮阳市益豪摩托车有
限公司，现欠金额500万元，9、借款人：濮阳市中
药厂 现欠金额300万元，10、濮阳市区石油综合
化工厂 现欠金额28万元,11、借款人：马书献 现
欠金额4.5万元。

五、原濮阳市中原城市信用社1、借款人：濮阳市农
业生产资料公司 担保人：濮阳市棉麻公司 借款3笔 共

计现欠金额509万元，2、刘金凤 现欠金额4.2万元。
六、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中原路办事处1、借款

人：濮阳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欠金额
1300万元，2、借款人：濮阳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现欠金额207万元，3、借款人：濮阳市规划建
筑设计研究院，担保人：濮阳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现欠金额300万元。

七、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天桥办事处 1、借款
人：祝水山，共计现欠金额1.46万元,2、借款人：濮
阳市三安化工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540万元，3、借
款人：刘志坤 担保人：肖素群 现欠金额0.4万元,
4、借款人：刘伟庆 现欠金额2万元 ，5、借款人：李
文涛 担保人：刘伟庆 现欠金额2.23万元。

八、原濮阳市市区城市信用社 1、借款人：濮
阳市三味银杏股份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15万元，
2、借款人：王俊卿 担保人：王俊怀 现欠金额4.9
万元，3、借款人：濮阳市医药零售第五药店 现欠
金额4.8万元,4、借款人：郭训甫 现欠金额0.7万
元，5、借款人：王电民 现欠金额1.6万元，6、借款
人：刘广荣 现欠金额4万元,7、借款人：濮阳市益
豪摩托车有限公司，现欠金额 200万元，8、借款
人：濮阳市雅辉娱乐有限公司，现欠金额 4.5万
元，9、借款人：杨建民 担保人：濮阳市易买得超市
现欠金额2万元，10、借款人：张军舰 担保人：濮阳市
易买得超市 现欠金额4.5万,11、借款人：濮阳市中
药厂 现欠金额4.8万元。

九、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新市区办事处1、借款
人：张洪波 现欠金额2万元。

十、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中原油田办事处1、借
款人：濮阳市利易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欠金
额194万元 2、借款人：濮阳市星海化工厂借款两
笔 现欠金额共计350万元。

十一、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胜东办事处 1、借
款人：肖建新 现欠金额4.5万元,2、借款人：陈彦
巧 现欠金额4.5万元，3、借款人：濮阳县清河头乡
西刘贯寨村民委员会 担保人：肖世超 肖石印 现
欠金额2万元，4、郑州亚细亚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担保人：河南省濮阳宾馆 现欠金额65万元，5、借款
人：商忠合 担保人：孙众安 现欠金额0.134万元。

十二、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一公司办事处1、借
款人：祝水山，现欠金额1.9万元.

十三、原濮阳市中原油田城市信用社 1、借款
人：濮阳市协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借款两笔 合计
现欠金额257万元，2、借款人：濮阳市市区综合化
工厂 现欠金额155万元，3、借款人：濮阳市第一石
油化工厂 现欠金额280万元，4、借款人：闫相林
现欠金额4.7万元，5、借款人：赵栓林 现欠金额4
万元、6、借款人：李成生 现欠金额0.9万元,7、借
款人：裴福生 现欠金额4.8万元.8、借款人：濮阳
市物资贸易中心 现欠金额169.98万元,9、借款
人：濮阳市建筑安装公司 现欠金额67万元,10、借
款人：濮阳市诚信贸易中心 现欠金额160万元

十四、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京开办事处1、借款
人：刘金凤 担保人：李艳玲 现欠金额1.8万元,2、借
款人：濮阳市顺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
11.5万元,3、借款人：张怀民 现欠金额10万元，4、借
款人：刘金凤 担保人：樊景义 现欠金额3.35万元.

十五、原濮阳市城市信用社建设路办事处1、濮
阳市天地电子有限公司 担保人：濮阳市元丰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现欠金额29万元。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联系人：李明磊 李慧 于晓东 朱少勇
电话：0393-8979031

2020年10月26日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资产催收公告

20202020//1010//2626

责任编辑 牛亚丽
美编 曹松柯 校对 孟杰曼

HENAN LEGAL DAILY

政法一线政法一线12
宝丰县公安局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邓州市检察院
积极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