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开发布会 通报扫黑除恶成果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新
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了 2018 年以来该
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基本成效、阶段性
战果以及下一步工作部署，发布了涉恶
案件典型案例。 （张雨涵）

开展警示教育培训增强遵规守纪意识

本报讯 近日，通许农商银行开展
2020 年深化以案促改、强化警示教育培
训，本次培训特邀通许县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张翔主讲。通过培训，大家
表示，要结合自身实际，增强遵规守纪
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精神，
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努力开创各
项工作新局面。 （郭易昌）

开展扫黑除恶以案释法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广大群众扫黑除恶
法治意识，进一步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浓厚 氛 围 ，近 日 ，新 乡 市 牧 野 区
法院在东干道、荣校路、新辉路街道
办 事 处 举 行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以 案
释法宣讲大会，百余名党员干部和群众
参与听讲。 （常丹阳）

举行讲评会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本报讯 为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每月组织贫困户举
行一次讲评会，每个贫困户都要针对自己
近一个月的表现进行发言，逐一讲述自身
近期产业发展情况、户容户貌整理情况、
公益事业表现等，由村脱贫攻坚组根据实
际入户检查情况和贫困户自述情况逐户
进行点评。对近期表现较好的贫困户，给
予“爱心超市”积分奖励或者发放奖品。
每月讲评会不仅能够有针对性地落实扶
贫政策，更能使贫困户之间相互学习，激
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让贫困户的日子
越过越好。 （张 谦）

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 为有效改善辖区环境面貌，
近日，郑州市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城北路
社区开展占道经营集中整治行动。在整
治过程中，工作人员采取边整治、边宣传
的方式，对占道经营乱象耐心教育和引
导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并针对存在问
题进行现场整改，督促商家养成良好的
经营习惯，从而提升辖区居民的生活环
境和满意度。 （刘 航）

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1日作出（2020）豫
0482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汝州市永鑫实业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作出
（2020）豫0482强清1号《决定书》，指定河南千业律师事
务所为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现公告如下：

1、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者，自行承担
法律后果。

2、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向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
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3、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
员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承担移交账册、资产等
法定义务；怠于履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清算组联系人：张律师
清算组联系方式：18339270067

17358509685
清算组联系地址：汝州市广育路绿洲广场三号楼二单

元603室
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1月23日

汝州市永鑫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强制清算公告

（2020）永鑫强清字第2号
河南省电子器材公司因无法清偿到期债

务于2018年12月29日由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宣布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属

无资产破产企业。在处理公司职工养老保险

事宜时，发现该公司名下两名失联人员曾广

祥（身份证号码：41300119500510530）、张孟

良（身份证号码：000000195410150013）逾期

多年未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且于失联后近二

十年内未缴纳养老保险金个人部分。 现通

知曾广祥、张孟良二人于此公告发布10日内

回单位完善养老保险及其它相关手续。逾

期，河南省电子器材公司管理人将依照相关

规定处理二人养老保险户头。

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志俊 电话：13849739363

刘晶晶 电话：15737675896

河南省电子器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1月23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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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张昆仑）“谢谢，要不是
你们帮忙，这些鸽子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卖出去呢？”11 月 12 日上午，
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的养殖户张
建申在市司法局韩城司法所所长袁
国宏的带领下，来到该市区夏都街
道办，将 50 只鸽子送到辖区长江生
日主题大酒店。当张建申从酒店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 1250 元现金时，连
连表达感激之情。

现年55岁的张建申是建档立卡
低保贫困户，两个儿子均患有一级伤
残，家庭十分困难。2018 年 3 月，袁

国宏被组织选派到火龙镇关帝庙村，
成为一名帮扶责任人，并分包了3户
贫困家庭，张建申家就是其中一户。

在详细了解张建申家庭情况
后，袁国宏首先协调民政和残联等
部门为其办理了低保、残疾补助和
生活补贴等，并协助镇政府为他提
供了公益性岗位。

为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
扶贫，袁国宏又帮助张建申筹措资
金，购建鸽子笼，开起了家庭鸽子养
殖场。随着鸽子养殖场规模逐渐扩
大，张建申的收入也日益增加，生活
条件逐步得以改善。2019年7月，身

为贫困户的张建申终于脱贫摘帽。
今年 9 月初，张建申养殖的 50

只鸽子已经出栏，但由于疫情影响，
各地禁止收购散养鸽子，导致张建
申家的鸽子无法售出。为帮助张建
申寻找销路，袁国宏通过熟人联系
到位于夏都街道辖区的禹州市长江
生日主题大酒店董事长岳长江。

在详细了解张建申家的困难
后，岳长江当即表态，愿意高价收购
这些鸽子，并承诺以后收购张建申
家中的所有鸽子，有多少买多少，这
一下子解决了张建申养鸽子无销路
的后顾之忧。

禹州市司法局韩城司法所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教
育整顿工作精神，在“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中，近日，卫辉交警加
强路面巡逻管控，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王付荣 摄影报道

近日，西华县公安局迟营派出所再次部署
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全所民警深
入辖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守好老百
姓的钱袋子。图为民警利用《河南法制报》上
的典型案例向群众进行反电诈宣传。
河南法制报记者程玉成通讯员何强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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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装巾帼胜须眉 古城警花别样绽放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书锋朱广亚 通讯员 曲如彦

南召交警从三方面入手

预防环卫工人交通事故发生
本报讯 为确保冬季街头清扫

垃圾的环卫工人人身安全，推进事
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10 月以
来，南召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针对冬
季夜长昼短，环卫工人夜间作业时
间延长，易受交通事故侵害的特
点，从加强教育、完善设施、强化应
急处置等三方面入手，未雨绸缪，
精准做好冬季环卫工人群体交通

事故预防工作。
该大队会同县凯达康

洁环卫公司，对全县
千余名环

卫工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交通安全
教育，重点讲解冬季凌晨和夜间作
业时段常遇的交通安全风险，增强
环卫工人交通安全法治观念和安全
自防意识，做到安全作业、规避风
险。该大队督促环卫公司为全县所
有环卫工人配齐配好作业反光背心
和环卫工人驾驶机动垃圾清运车应
佩戴的安全头盔、口罩等个人作业防
护用品，并开会要求作业时必须规范
穿戴；同时对各作业班组配发三角锥
等交通警示标志，用以在清运垃圾
现场搬放，保障交通安全。

该大队还与县环

卫部门在县应急管理部门指导下，
制定完善《环卫工人突发交通事故
处置预案》，对涉及环卫工人的交通
事故做到接警快、处置快、抢救快，
恢复交通快，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
人事故伤害程度。

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全县
无发生涉及环卫工人的交
通事故，赢得了广大环
卫工人的称赞。

（艾旭
武书强）

魏志菲，中共党员，2011 年一
入警，她便投入基层一线工作，成
为一名女刑警，这一干就是 9 年。
她性格爽朗，办事雷厉风行，与男
刑警一样，战狂风、斗恶浪，在刑侦
岗位上充分展示了“巾帼不让须
眉”的风采。她先后荣获安阳市委

“优秀团干”“最美女警”、战“疫”十
大最美政法干警提名等称号；荣立
个人三等功一次，多次被市局嘉奖
和表彰，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
名警察的铮铮誓言。

日常工作中，魏志菲和男同事
一样独立能干。自从警以来，她办
理了200余起刑事案件、多起非法集
资案件，并卧底潜伏完成任务，抓获
嫌疑人 80 余人、逃犯 20 余人，为群
众挽回损失上千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魏志菲主
动请缨，在卡点 24 小时执勤和执行
核查密切接触者任务，她核查密切
接触者零失误、零漏网。其间，她抓
获犯罪嫌疑人 4 名，荣获安阳战

“疫”十大最美政法干警提名奖。

在今年 7 月份的公安改革中，
魏志菲调任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
局电厂路派出所，担任带班民警，
成为殷都分局 15 个派出所中唯一
一名带班女民警。国庆节期间，她
带领值班民警 24 小时内抓获盗窃
电动车、摩托车团伙 11 人，带破案
件 25起。

魏志菲觉得每一次工作既是挑
战，也是进步的阶梯，成绩永远属于
过去，未来还有很多挑战，一身受命
警徽在，一诺如山力挽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