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院 公 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俊芝：本院受理原告曹俊鹤诉你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

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

应诉手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东南楼404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第一次）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2月22

日10时至2021年2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1），户名：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396号院同汇

花园15号楼13层1303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木札岭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许昌万福家园农
牧股份有限公司、于迎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诉被告

张喜红及你们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03民初348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地址确认书、当事人权利义务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五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 10 时至 1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标的：洛阳市涧西

区太原路 414 号杏园小区 1 幢 4-102 号房产，起

拍价 548251 元，保证金 60000 元，房产权属所有

人鲁俊仙、胡立明；偃师市城关镇民主路50号物

资 局 商 住 楼 1 幢 1 单 元 3 层 西 户 ，起 拍 价

563540.80，保证金60000元,房产权属所有人靳会

仙;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

瑕疵保证。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案件当事人、

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

参加竞拍，优先购买权人未参与竞拍的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

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物情况

调查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0379-69960922 （赵法官）。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火烽火锅店【经营者王峰（曾用名
王涛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涧西区隆鑫副

食经营部（经营者：何兴先）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2017）豫0311民初200号

民事判决书，后本院作出（2017）豫0311民初20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补正）。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311民初2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2月3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

豫R751GT林肯牌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见网址: http: // sf. taobao. 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

知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

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

利。

为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结
合“平安守护”和教育整顿工作，近
日，长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组织召
开工作推进会。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化玮摄影报道

近日，新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张同新带领调研指导组到长垣市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调研，
长垣市公安局结合“平安守护”和教
育整顿工作对近期工作进行汇报。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化玮摄影报道

近日，卫辉市交警大队结合“纪律
作风深化年”活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教育整顿工作精
神，联合多部门召开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联席会议，全力打好冬季道路交通
安全攻坚战。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王付荣 摄影报道

为保障全市道路通行顺畅，维护
群众安全出行环境，近日，卫辉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在“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教育整顿中，严厉查处酒后驾
驶等严重违法行为。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王付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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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推动生态文明良
性发展，1 月 15 日，商丘
市中级法院和民权县法
院在申甘林带、民权黄河
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司法保护基地揭牌仪式，
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
永刚 通讯员李宁 琳芳
摄影报道

增强党纪意识
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张
书锋朱广亚 通讯员 史慧娜）1月 13
日，安阳县委政法委召开新任中层干
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进一步加强对
新任干部的管理和教育，切实增强党
纪意识，筑牢廉洁自律防线。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曹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政法委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曹阳从五个方面对新任中层干
部就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他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定
理想信念，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到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要
勤奋好学立德增智，善于学习、善于
积累，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拓宽工作
思路，提高综合素质，努力适应新形
势下所肩负的工作职责；要奋力锻
造过硬作风，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
态化，从小事、从细微处把住关口，
永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人民公
仆的政治本色；要敢于担当主动作
为，坚守责任、敢于担当，不负组织
培养和重托；要依法办事秉公用权，
自觉接受监督，遵循用制度管权、按
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机制，
确保办事不离章，行为不越轨。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黄娟）“这
个五老调解工作室成立得非常
好，特别方便还不收费，非常
好！”这位连说“非常好”的是信
阳市平桥区洋河镇的村民王某
业。近日，泥土情五老调解工
作室为他调解了一桩复杂的矛
盾纠纷。

信阳市平桥区泥土情五老
调解工作室是在平桥区委领导
下，由平桥区委政法委等单位
共同设立的基层调解组织。以
村（社区）为单位，对辖区内的

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民
警、老模范等“五老”人员组成
矛盾调解队伍。

平桥区通过建设泥土情五
老调解工作室，引导广大“五
老”人员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
治理中来，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让群众能够遇到事情有地方解
决。做到让群众心气顺、心头
暖、心情亮。同时助力各级党
组织做好群众工作，维护和谐
稳定大局，促进“市域治理”现
代化，为建设平桥、造福信阳、
添彩中原，凝聚正能量。

住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汝州市检察院帮扶对象王长生脱贫了

调解让群众气顺心亮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郭慧利）“感谢
党，感谢政府，感谢检察院！若不
是这易地搬迁的好政策，我也过不
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日前，在汝
州市检察院内，汝州市陵头镇沙古
堆村王家沟自然村7组脱贫户王长
生对帮扶他的检察干警说。

王长生今年62岁，全家共有8口
人，他身患多种慢性病，家里孩子又
多，负担比较重，日子一直过得不如
意。2015年，汝州市检察院驻村工
作队入驻沙古堆村，将王长生家列为
重点帮扶对象。通过帮扶，加上孩子
们外出务工，王长生家收入有了稳步
提高，2017年底达到脱贫标准。

考虑到王长生家独户住在王

家沟旧村内，周边农户都已搬走，
生活环境较为恶劣，驻村工作队积
极向他宣讲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2018年春节期间，王长生表达了同
意搬迁的意愿。汝州市检察院驻
村第一书记积极与汝州市发改委、
扶贫办等部门沟通、联系，帮助王
长生落实具体细节。

2019年，驻村工作队不但协助
王长生顺利完成入住安置房，还帮
他解决了孙子孙女就近入学的问
题。同时，工作队还协调村“两委”
为王长山提供了一个公益岗位，减
轻其生活负担。

2020 年搬迁户旧房拆除工作
被列入扶贫重点整改内容，王长生
家的旧房也在拆除之列。王长生

听说后，二话不说坚决支持。“俺家
老大和老三都还没有娶媳妇，现在
谁再上门说亲，一看俺这新房子，
都先高看一眼，这都是党的政策好
啊！”王长生说。

这是汝州市检察院近年来深
入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个
案。据了解，沙古堆村共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91户，2020年年底实现全
部脱贫。该村共有 16 户贫困户响
应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搬进了新房。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响应市
委、市政府的号召，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
不摘监管，为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全
面小康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汝州
市检察院检察长阮建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