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廉政“防火墙”维护司法公正

买游戏装备被骗 民警快速破案挽回损失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曲如
彦）“太感谢了，谢谢你们帮我们
挽回了经济损失。”11 月 19 日，
在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磊口
派出所院内，来自安徽省芜湖市
的小圆一家 4 口，手里拿着被民
警追回的 1 万余元现金，对民警
连声道谢。

13 岁的小圆在今年国庆节
期间，登录了一款游戏。她觉得
游戏里的角色装备不够高级，就
想在网上购买游戏装备。她留

意到一 QQ 群中有人售卖游戏
装备，便和对方互加了好友。对
方要求小圆通过支付宝转账的
方式购买游戏装备 。小圆偷偷
用妈妈的手机给对方转了 1 万余
元后，游戏装备却始终不见踪
影。当她在网上催促对方时，对
方没有任何回应。小圆害怕受到
妈妈的责怪，未将被骗的事情告
诉父母。第二天，小圆的母亲使
用支付宝时发现了实情并报警。

11 月 5 日，磊口派出所接反
诈中心指令，无锡市一起网络诈

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可能为本辖
区常住居民。接指令后，该所民
警迅速开展相关侦查工作，经过
连续两天的侦查，最终查清与此
案有关的情况，并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高某及其藏身地点。

11 月 8 日，民警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高某抓获。经讯问，高某
正是对小圆进行诈骗的犯罪嫌疑
人，其对在网上实施诈骗的作案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
人高某已被取保候审，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洛阳商
会会长周某向孟津县检察院赠送
锦旗，感谢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孟津县检察院探
索建立“三三制”工作法，共办理
涉企案件 13 件 19 人，把服务“六
稳”“六保”任务落实到具体案件
办理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甄别“三要素”。甄别
案件是否涉及企业，该院对涉企
案件严格把关；甄别涉案人员的
地位和作用，该院合理适用强制

措施，准确运用不起诉权；甄别
是否与涉黑恶案件相关联，该院
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涉企犯
罪。

二 是 办 案 中 坚 持“ 三 必
问”。犯罪嫌疑人必问，该院深
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
等，防止因办案简单化影响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企业情况必问，
该院及时了解案件对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的影响，准确适用法
律，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的影
响；商会或政府情况必问，该院

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
为案件准确办理提供重要参考。

三 是 结 案 后 做 好“ 三 跟
踪”。跟踪涉案企业，与其建立
沟通机制，该院为企业提供法律
服务 26 次，助力企业发展；跟踪
涉企案件办案质效，该院定期开
展“一案一评查”和“一案一回
访”工作，共评查回访 19 件次；
跟踪工商联等机构，该院建立联
席会议机制，定期了解企业诉
求，听取意见建议。

（晋慧慧杨婉婉）

本报讯 为纵深推进“五零”平安村
居建设，全面提升治安防控水平，为辖
区群众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南阳市公安局红泥湾分局在辖区
两镇分别召开“五零”平安村居建设第
二次推进会。

此次推进会全面回顾总结了前段
时间“五零”平安村居建设情况，传达
了全市“五零”村居会议精神，深入分
析各村委治安情况，查漏补缺，要求紧
盯“五零”目标，全方位大力开展“四防
三排查”活动，加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让群
众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从更
大范围、更广领域增强群众防骗意识和
识骗能力，坚决把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多
发势头压下去，坚决把各类矛盾纠纷发
现在初始、控制在萌芽，避免引发或诱
发“民转刑”“刑转命”案件。

会 议 指 出 ，各 成 员 单 位 要 凝 心 聚
力、精准发力，以各类矛盾纠纷、治安
隐患、重点人员为重点，开展全方位排
查整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防范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做到隐患能发现、问
题能化解、案事件不发生。

会议强调，该分局要充分发挥好主
力军作用，持续深化“一村（格）一警”
工作机制，在打、防、管、控、调上持续
发力；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
单位要按照工作分工，协力打造一批

“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群众满意”
的平安村居。 （刘 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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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漯河市郾
城区法院以廉政树院、文化育院，
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工作目标，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内

容，打造特色廉政文化品牌。
该院以廉政小故事、廉政漫

画、监察法解析等为主要内容，在
走廊等公共场所打造“廉政文化
走廊墙”；利用短信、微信平台，定

期发送廉政提醒信息，使干警接
受常态化廉政教育，保持警钟长
鸣，筑牢廉政“防火墙”，营造风清
气正的廉政文化氛围。

（薛莉娜）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2月10日上午10时，在
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中岳庙社区居委会三楼会议室公开
拍卖位于登封市中岳庙馨园小区门前共16间商铺（一、二
层）的3年期租赁权，建筑面积共约1670㎡。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2月9日17时前向我公司咨
询详细情况，并向我公司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户名：河
南省宝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财富广场支行，账号：1702 0293 0920 0685 250，保
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持有效身份
证件及保证金转账凭证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每间商铺人民币壹万元整
预展时间：2020年12月8日-9日
预展地址：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3939025529 15036026088

河南省宝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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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拍卖〔2020〕第5期

●河南鹊桥星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482MA46MAXD3H）、

公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英凰家具有限公司

行政章不慎丢失，编号4115010

052966，声明作废。

●王芳芳，执业药师注册证不

慎丢失，注册证编号：41121917

0865，资格证书号：ZY004503

00，声明作废。

●漯河市庆贺物流有限公司豫

L10999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4002566，声明作废。

●2007 年 11 月 16 日出生的袁

宇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133036，声明作废。

●西平县盛远物流有限公司豫

QE1920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721026141，声明作废。

●虞城县杰尔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和法人印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蔡根旺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11221199309060214，特此声明。

●河南省汝州市大峪

镇袁爻村西组154号

高旭帅于 2017 年 11

月17日早上在大峪镇袁窑村许

爻桥东头捡到一名被遗弃男婴,若

有认亲者请联系：15137522839。

●我叫王振南，男，现

住河南省安阳县瓦店

乡大裴村，我于2016

年8月16日在安阳县瓦店乡西瓦

店西地，拾到一名女婴抚养至今，

现在孩子已经4岁半了，为给孩子

上户口，现在寻找孩子亲生父母，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孩子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身份证件与我

联系，电话：18833023145，逾期无

人认领，将依法妥善安置。

●南阳塔子山梅花家庭农场有

限公司（统一代码91411303MA

46M9K60T）经股东会研究决

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整减至300万元整，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公告

寻亲公告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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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注销公告●河南友联物流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码（4116280013236）

丢失，声明作废。经营地址由

鹿邑县涡北镇老庄村路北变更

为鹿邑县西关汽贸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出生的夏

天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552217，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6日出生的张馨

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84176，声明作废。

●河南仁祥物流有限公司豫

QF2578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8932，声明作废。

●汝南县盛世传媒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规定，经审核，舞阳县保和乡

未来星幼儿园准予成立，统一代码

52411121MJY651699L特此公告。

●西峡县佳翔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2020 年 6 月 19

日）遗失，统一代码：91411323

MA9FAMLL7B，声明作废。

●河南今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2020年11月9日开具

给正阳县委政法委员会发票一

张，发票号码：87620213，金额：

18867.92元，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