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化“平安守护”专项行动，近
日，封丘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以“一
村（格）一警”“五零”平安村居创建活
动为载体，在辖区娱乐场所开展法治
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日前，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张军到辖区湘江中学，
以“敬畏规则，缘法而行”为主题，为
学校部分学生及教师代表送上一堂
法治课。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
效金 摄影报道

为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1月
10日，安阳市监狱举行了隆重的升警旗
仪式，组织民警重温入警誓词，并召开
座谈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
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
神。通讯员 张黎瑞 西磊摄影报道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苏州）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国人民警察
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
隆重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1
月 10 日上午，鹤壁市公安局开展

“110 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市政
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罗锴，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
局长王福生，及市公安局班子成员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该局通过展示警械
装备、布设宣传图板、发放宣传单、
播放宣传片、赠送宣传品等方式，大
力宣传鹤壁公安在疫情防控、抢险
救援、解危救难、便民服务、打击犯

罪、维护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举措和
成效。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新时代
110 依托新型警务机制在安保维稳
和打防犯罪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
向市民讲解了防火、防盗、防骗、防交
通事故等安全防范知识，切实提高了
人民群众的自防、自护、自救能力。

此次活动共展出宣传图板35块、
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12000余份、展
示警械装备45件。丰富多彩的宣传
活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
界积极参加警民共建、参与群防群治
的热情。许多群众纷纷在签名墙上
签字，形成了崇尚警察职业、关心支
持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良好
氛围。整个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一
股强大寒流扑面而来，气温骤降，中
原大地进入最为寒冷的冬季，内黄县
公安局通过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建立严密的防范体系，防范化解不稳
定因素，为全县人民打造一个平安祥
和的生产生活环境，将“寒冬”变成
平安、和谐的“暖冬”。

该局紧密结合岁末年初的治安
特点，增强隐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以
动态化、精准化风险清零为抓手，从
严、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保安全、
促稳定的各项措施落实，确保全县社
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该局加大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力
度，对辖区内有吸毒史、犯罪前科、
刑满释放、肇事肇祸精神病等人员，

加强管控，建立人员档案，由专人负
责，确保一人一档、轨迹清晰、信息
明了、责任到人；同时，对辖区内失
学辍学人员、网瘾人员、无正当职业
人员、暂住人员进行走访管控。加
大对重点场所的管理力度，该局对
加油站、宾馆旅社、KTV、洗浴中心
等重点场所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排
查火灾隐患，严格查处藏污纳垢和
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加大宣传
力度和巡逻力度，该局利用互联网
平台、农村小喇叭、宣传车等形式，
开展防电讯诈骗、防火防盗、禁毒教
育等宣传，增强全民的安全防范意
识，把警力摆在街面，让群众看得到
警力，感觉到安全。

（李凤文）

河南鼎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涵、张龙飞诉你单位劳

动人事争议一案（源劳人仲案字[2020]

0209号、2010号）。因文书不能送达你

单位，现根据有关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现定于

2021年3月15日上午9点整在漯河市源

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

（漯河市源汇区长江路91号源汇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楼）开庭，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漯河市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12日

公 告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
晓波 通讯员 武陈昊）1 月 10 日
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郑州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当日执勤
民警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集
体宣誓仪式。

宣誓仪式上，全体民警着装
整 齐 、神 态 庄 严 ，在该站党委书
记、政治委员朱志晓的带领下，高
举右臂，紧握右拳，面向警旗庄严

宣誓。
宣誓结束后，执勤民警换上防

护服，带上执勤装备迅速投入到国
际航班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中。

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连续
奋 战 ，坚 守 外 防 输 入 的 坚 固 防
线 ；主 动 担 当 作 为 ，积 极 融 入 联
防联控大局。该站全体民警闻令
而 动 ，逆 行 出 征 ，英 勇 奋 战 在 出
入境人员流动快、疫情感染风险

高的空港国门一线，用“温度”和
“精 度 ”跑 出 了 疫 情 防 控 和 助 力
复工复产的“加速度”，为实现郑
州市疫情防控和地方发展阶段性
胜利作出了边检贡献。

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毫
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
打好外防输入主动仗，坚决维护
口岸安全稳定，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献礼。

近日，商丘市公安局高辛
派出所围绕“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结合睢阳区公安分局冬季
严打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辖区社会面治安防控工作。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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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公安局
多项措施 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鹤壁市公安局
开展“110宣传日”宣传活动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1年01月28日上
午10时（延时的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举行拍卖会。

拍卖标的：中牟县汽车产业集聚区姚
家镇工业园区纬二路以北国有土地使用权
25594.64㎡（土地证号：牟国用2015第018
号，使用权类型：出让，用途：工业）及地上
建筑物附属物（厂房仓库办公等建筑面积
约13000㎡）。

展示时间：2021年01月18-20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01月 27日

17时前向我公司缴纳竞买保证金300万
元，并持有效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
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未成交者保证金3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18638168586 15617685969
公司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政六街5号

思达商务701室
河南清华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拍 卖 公 告

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庆祝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面向警旗庄严宣誓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张雅
俊）为落实中央扫黑除恶常
态化工作机制，营造扫黑除
恶的良好法治环境，平舆县
扫黑办工作人员利用周末时
间，在县城陈蕃公园常态化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设立宣传台、发放宣传资
料和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
群众讲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相关知识。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走
进陈蕃公园及周边商铺，深
入开展宣传，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告知群
众举报方式，鼓励提供黑恶
犯罪线索。

平舆县扫黑办
推进扫黑除恶
常态化

为深入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开展，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对反恐联
动单位装备配备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及时查漏补缺、完善提高，确保准备充
分、万无一失。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