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7 日 10 时许，确
山县李新店镇夏湾村一小
卖部被盗香烟 40 余条，现
金 1700 余元。为有力打击
侵财犯罪，保护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接报后，确山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周
高峰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侦
查、技术、视频民警组成专
案组，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技 术 民 警 到 达 现 场
后，结合现场周边情况，对
现场经过认真勘查后，发
现有价值线索，并根据线
索成功锁定有前科人员夏

某。侦查民警在接到该线
索后，迅速出击，于当日下
午 2 时许在泌阳将犯罪嫌
疑人夏某抓获。夏某到案
后，对其入室盗窃超市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
认出其同伙林某某。专案
组民警与李新店派出所民
警于当晚 7 时许将林某某
抓获，并在林某某住处将
被盗的赃物全部追回。目
前，夏某、林某某两人因涉
嫌盗窃已被确山县公安局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公安局二
七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接待了两位
申请办理护照的老人，并为其开通
了绿色通道，全程“一对一“服务，一
次就办完了护照申请的全部手续，
受到老人的称赞。

当天 10 时许，两位老人来到二
七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咨询办理护
照方面的问题。民警立即主动上前
了解情况。原来，两位老人当前并
没有出境计划，只是儿子现在澳大
利亚工作，正在为其申请签证，需要
提供护照号码，所以前来咨询办理

护照所需材料。了解清楚情况后，
民警立即为两位老人开辟了绿色通
道，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全程陪同
办理，帮助两位老人将手机内的申
请材料图片打印并翻译，同时帮助
他们用手机代填预受理信息表、照
相、办理证件，并细心地在回执单上
注明了前往取证地点的交通方式，
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填表、照相、受
理、缴费一系列业务。

全部业务办完后，两位老人拉
着民警的手激动地说：“早就听说现
在办证服务态度好，没想到会这么

好！我们俩马上都 80 岁了，手机什
么高科技的东西都不会用。原本只
是想先来问问清楚再回家准备，没
想到咱们这么高效，一次就办成了，
真是太感谢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面对人
口老龄化时代，该分局主动换位思
考，利用好科技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条件，优化老年群体办证流程，更好
地为群众提供便民高效的服务，真
正让群众感受到服务的温度，切实
做到点滴服务暖民心。

（郭瑞峰）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吕灿涛）1 月 20 日凌晨，宝丰县
公安局在杨庄镇大温庄村成功捣毁一聚众
赌博窝点，共抓获开设赌场及参赌人员 20
余人，查获 POS 机两部、对讲机两部、筹码
30 余张、用于“推饼”的赌具一副、赌资 1.7
万余元。

日前，该局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杨庄
镇大温庄韩庄村有人聚众赌博。有群众
反映，每到夜晚有车辆往村内运送人员
到村民丁某家中，且经常到了后半夜还未
离去。这些人利用丁某家的民房做掩护进
行赌博。

掌握线索后，宝丰县公安局党委高度
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并先后派
出多名便衣民警进村摸排。通过进一步调
查，民警查清了该赌场的基本组织架构、参
赌涉赌人员等相关信息。1 月 20 日凌晨，
该局组织精干警力，在赌博窝点附近蹲点
守候，待时机成熟后，民警迅速出击一举将
该窝点捣毁。

经审讯，丁某等人对其召集赌客、开设
赌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1 月 21 日，该
局依法对涉嫌开设赌场罪的丁某等13名犯
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参与赌博
的牛某等9人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目前，案
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表示，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尤
其在当下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聚众赌博
更是对自己、家人、社会的不负责，公安机
关将从重从严处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扎实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不断完善交通疏
导和分流方案，加强流量调控和引导，严
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河南法制
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师晓菲摄影报道

为切实做好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工作，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文明守法意识，有效预防和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长垣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和教育整顿工作，深入乡镇集市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化玮 摄影报道

近日，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封
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深入国道沿线，排
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广大群众
创造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河南法制报
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在当前开展的“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中，卫辉市公安
局有关领导切实抓细抓好平安守护工
作，看望慰问疫情防控卡点执勤民警。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
付荣 摄影报道

近日，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
教育整顿活动、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和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契机，大力开展
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工作。河南法制
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师晓菲 摄影报道

债权转让公告
西峡宏泰镁橄榄石有限公司、西峡县佳泰
冶金辅助材料有限公司、李晓平、马明君、
毛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与李灵波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我行已将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号中原银（南阳）
流贷字2016第610704号项下形成的对西
峡宏泰镁橄榄石有限公司债权1397.94万
元（截至2020年5月25日）转让给李灵波，
与上述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以及其他
权利也一并转让。你们作为上述债务的借
款人及担保人，请立即向李灵波履行偿还
义务，并对债权转让中需办理变更抵押或
质押登记等手续的工作予以配合。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2021年1月25日

关于对焦新才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的清退公告

焦新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查封白酒
拍卖价款240080元，拟于2021年1月26
日起开展集资款清退兑付工作。请所有集
资参与人1月26日至2月26日（工作日每
天8：30-12:00、15:00-18:30）携带相关资
料（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合同文书，
代领人员需携带集资人本人身份证及户口
本登记）前往栾川县处非办（文化艺术中心
8楼801）进行登记清退。逾期不予登记
的，后期不予清退。特此公告！

登记人员务必做好疫情防控措施：佩
戴口罩，出示洛康码。

联系电话：66813881/13608466646
栾川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25日

郑州麟灵食品有限公司:

你单位生产二氧化硫超标的麟

灵榨菜一案，我局依法向你单位送达

（郑惠）食药监食罚催〔2017〕420号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单位自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按照该

《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

履行义务。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

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郑州市惠济区市场监督管局

2021年1月25日

公 告
以下人员长期旷工，严重违反了我公

司员工请销假管理制度，现予以公告。请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人力资

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社保转移等相关

手续，逾期不到者视为已知悉并放弃相关

权利，公司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名

单 如 下 ：赵 俊 睿（ 身 份 证 号 ：

370683********481X），武卫兵（身份证号：

410522********9330),赵华伟（身份证号：

410504********2016）,管云涛（身份证号：

410521********6011）,李永兵（身份证号：

410522********0039）,常海松（身份证号：

410521********6514）,李文清（身份证号：

410522********1112）,郭志军（身份证号：

410527********3456）。

安阳大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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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服务助老暖民心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

迅速出击
捣毁一聚众赌博窝点

宝丰县公安局

科技强警 快速反应
——确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侦
破盗窃超市案

确山公安
提示

冬季是盗抢等不法侵害和意外
事故的高发季节，由于天气寒冷等
原因，人们对外部的敏感度明显降
低，容易放松警惕、疏于防范。如果
被偷盗，不要进入现场，要自觉地划
定安全范围，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
同时，要注意保护好现场，以便公安
机关通过现场勘查提取犯罪嫌疑人
的各种痕迹、物证。（马红宇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