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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综合14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廉玲）为检验重大
突发交通警情（事件）的快速反应
及与周边县、市跨区域协调联动
能力，12月18日，鹤壁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在该市淇滨区联合安阳交
警及鹤壁市卫生、消防等部门开
展交通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一辆货车与危化品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货车驾驶员
受伤，被困车内，危化品车有泄
漏危险，情况不明。110 指挥中
心指派该支队淇滨大队立即出

警处置。民警迅速到达事故现
场，将现场情况汇报给相关领
导，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根据

《鹤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联
勤联动机制》，民警第一时间联
系消防救援、卫生等部门。医
疗、消防等应急救援单位人员到
达现场后，与民警共同营救伤
员、处置危化品，由于该事故属
于重大事故，需要警力增援，指
挥部按应急处置预案，集合淇滨
大队路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人
员，带齐必要装备到达现场，并

联系安阳交警部门派出警力，到
达现场北部鹤壁与安阳交界处，
进行交通管制，维护交通秩序。

该支队宣传部门发布交通管
制安全提示，引导过往车辆绕行；
机动大队开辟从事故现场到医疗
急救中心的绿色通道，指挥中心
配合机动大队设置“绿波带”，保
障急救车辆快速畅通。

整个事故处置过程分工明
确、紧张有序，各部门无缝衔接，
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危险品得到
及时处置，避免了次生灾害发生。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康云峰）近日，平
顶山市司法局联合市检察院举行
了人民监督员颁证宣誓暨业务培
训会。

会议宣读了增补选人民监督
员的决定，向新增补的10名人民监
督员颁发了证书，对2019年至2020
年度优秀人民监督员进行了通报
表扬，全体人民监督员重温了任职
宣誓誓词。

在培训中，省司法厅人民参与
和促进法治处处长李明冬、平顶山
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付新生
和平顶山学院、平顶山市委党校的

教授围绕提升人民监督员的政治
意识、法治素养和履职能力，进行
了精彩的授课。

据了解，平顶山市于2017年启
动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市司法局
与市检察院密切合作，圆满完成了
人民监督员初次选任。人民监督
员对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和
检务活动进行监督评议，在履职过
程中忠于职守，遵纪守法，参与意
识强、积极性高，3 年来，累计参加
案件监督和公开听证等活动150余
次，树立了良好形象。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建
忠表示，该局将围绕人民监督员制

度改革和人民监督员履职的实际
需要，扎实开展好初任培训和业务
培训，提高人民监督员的履职能
力，围绕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
使用、管理、考核、惩戒、退出等环
节，会同检察机关梳理总结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及时将实践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推动人民监督员选
任管理改革工作进一步走上规范
化、法治化轨道，不断提高人民监
督员的管理水平。严格落实随机
抽选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保障人民监督员独立、公正
开展监督。

本报讯 为维护辖区良好的社会治
安秩序，给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平安、
祥和的生活环境，南召县公安局扎实
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组织巡特
警大队、局直各单位、各派出所在
2020年 12月 1日至 2021年 2月底，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冬季治安防范及夜
间集中巡查活动。

加大巡逻力度，密切关注重点
区域。该局紧抓案件高发、防范薄
弱、群众最需要的重点部位，特别是
视频系统不完善、案件高发的区域，
加大巡逻力度，确保不放过任何一
个可疑人员，实现“动中备勤，动态
管控，巡逻全覆盖，巡视无死角”，确
保第一时间预防、控制、发现、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把握时间规律，调整巡逻防控路
线。各巡逻小组在掌握城区与乡镇人
群出行规律后，有计划性地动态调整
巡逻路线、增加巡逻警力，延长不同区
域的巡逻时间，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发扬专业优点，现场化解矛盾纠
纷。每个巡防小组至少有一名业务
能力强的民警，能随时接受群众求
助。对于家庭矛盾、婚姻感情、邻里
纠葛等，及时加强法治教育和帮扶引
导，防止矛盾激化诱发个人极端暴力
事件，确保全县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自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以
来，该局共现场化解矛盾纠纷 19起，
接受群众求助30人（次），协助找回走
失儿童 5 人，整改排除安全隐患 15
起。 （艾旭）

鹤壁市开展交通应急演练

跨区域多部门提水平

充电赋能 提升监督本领
平顶山市举行人民监督员颁证宣誓暨业务培训会

南召公安

做群众的“守夜人”
点亮万家“平安灯”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21年1月7日10时至1月8日10时在漯河市
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www. sf.
taobao. com/0395/02)公开拍卖：漯河市源汇区长江
路闽商大厦1#403号的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
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相关信息。咨询电话：
0395—3561843，特此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21年1月17日10时至1月18日10时止漯河

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www. sf.
taobao. com/0395/02 )公开拍卖：漯河市郾城区泰
山路金地翠园2#楼5号、8号的房产。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相关信息。
咨询电话：0395—3561843，特此公告。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路现记、路现品：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红旗路信用社诉路现记、路现品、路海涛、李
献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路现记、路现品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87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大鸿寨卧佛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河南铁龙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禹州市神后煤矿、王高、王国
记、王宁：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禹州市大鸿寨卧佛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第六号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刚仁：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442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长村张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俊锋：本院受理原告李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395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长村张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裕臻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酒集团贸易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许昌裕臻贸易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文
书。现依法向许昌裕臻贸易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本
院（2020）豫10执344号执行裁定书、传票、限制消费
令、执行通知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瑞泰置业有限公司、高秀萍（身份证号码
41032219650704006X）：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桢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与被告三门峡瑞泰置业
有限公司、高秀萍合同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203民初
1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杭州

德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与被告三门峡瑞泰
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9日签订的《销售代理
合同》；二、被告三门峡瑞泰置业有限公司返还原告
杭州德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保证金500000
元，并向原告支付该款项从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
合同》解除之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款项付清
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三门峡瑞泰置业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杭州德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律师
代理费20000元；四、被告高秀萍对被告三门峡瑞泰
置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二、三款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五、驳回原告杭州德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25元，原
告杭州德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
被告三门峡瑞泰置业有限公司、高秀萍负担8325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原店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2759号

尚伟建：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行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20)豫0105民初758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权
利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于
2020年12月3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
依法立案执行。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0) 豫 0105 执
16006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公告送达之日
起5日内履行(2020)豫0105民初7583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鹤源水务有限公司、河南年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本院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
行与河南鹤源水务有限公司、河南年富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
（2020）豫06执7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
提示、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公
司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2017）豫06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绍生：本院受理原告李金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20）豫1302民初6784号，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
举证期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
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91执恢3744号

高超：本院受理侯小红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91执恢3744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履行通知书、查封拍
卖及变卖裁定书、财产处置价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
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到本
院协商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
不到本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
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月25日10时至2021年1月

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嵩阳路
南段东侧（权证号：登11202）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
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
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