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萌萌 曹雪燕）宝丰县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科现有民辅警 6 人，其中女警 5 人。近年
来，该科始终秉持“出入有境，服务无境”的工
作理念和“亲民、爱民、敬民”的工作作风，不断
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 100%的服
务满意率为目标，实现“小窗口大作为”，成为
守护国门的一道亮丽风景。由于成绩突出，该
科先后荣获“全市青年文明号”“全市五一巾帼
标兵岗”“全县巾帼文明示范岗”“先进党支
部”等称号。

在日常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该科推行延时服该科推行延时服
务务、、预约服务预约服务，，并开辟应急服务并开辟应急服务““绿色通绿色通

道道”，”，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快捷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快捷
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服务。。为为

满足不断增长的申请办证需求满足不断增长的申请办证需求，，该科充分该科充分
利利用科技设备，在全市率先增设“手机自助受
理”系统、身份证自动复印系统，实现了人工服
务向自助服务的转变。“软件+硬件”“高效+科
技”，提升了办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推行“零距离”服务的同时，该科始终把
严格执法寓于管理之中，对所辖境外人员违
规不申报临时住宿登记、逾期非法居留、非
法务工的决不手软，坚决查处。去年，该科
联合县妇联，依托法律知识大讲堂平台，
深入宝丰县 13个乡镇开展涉外普法
宣传讲座，共发放宣传手册 1.8
万余份，现场答疑560余人
次，收到良好的效
果。

本报讯 近期，南乐县公安局城
关派出所组织民警，积极开展“打击
整治跨境网络赌博”大宣传活动，坚
决遏制跨境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犯
罪高发蔓延态势，切实保障辖区群众
财产安全。

为将宣传效果最大化，该所依托
“一村一警”工作平台，充分发挥社区
民警、驻村辅警深入基层、贴近群众
的优势，向群众讲解法律法规，针对
辖区内的棋牌室、网吧等人员密集、
容易滋生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
犯罪的场所进行重点宣传；同时，以
图文并茂、以案说法的形式，将宣传
内容和防范措施有效结合，向辖区群
众详细介绍防电信诈骗知识以及犯
罪分子惯用手法和作案方式，揭露跨
境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犯罪的社会
危害性，提醒广大群众不要上当受
骗。 （单思睿）

本报讯 近日，卢氏县税
务局工会委员会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授予“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称号。

据悉，在“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创建中，该局切实发挥
工会组织职工、引导职工、
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的作用。一是建立并不断
完善职代会制度，把涉及职
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放在
第 一 位 ，扎 实 推 进 工 会 工
作 ；二 是 依 法 保 障 职 工 权
益 ，建 立 健 全 职 工 慰 问 制
度，促进构建和谐单位，真
心实意地为职工办实事、送
温暖；三是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活动为载体，在职工中
广泛开展法治宣传、德育培
养等活动，引导职工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
是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
活动，促进税务文化建设，
使工会成为强素质、聚人心、
添温暖、促和谐、促发展的有
效载体。

该局工会委员会将以获
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为契机，牢牢把握正确的工
作方向，在强化思想引领、做
好疫情防控、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为税收事业稳步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动力支撑。（常乐）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
教育整顿工作，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和

“五零”平安村居建设工作，组织民警开展
反恐防暴演练。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
通讯员申醉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近期，新乡
市公安局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掀起打击
违法犯罪新高潮。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周阳 摄影报道

近日，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
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契机，扎
实推进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图为民
警走上街头，走进沿街商铺，广泛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师晓菲摄影报道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6670号

彭伟阳：周海涛与彭伟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0)

豫0105民初1999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周海涛于2020

年12月16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豫0105执1667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将对你限制高消费和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明明：本院受理原告李亚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艳军、宋盛、宋涛、孙曼：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分行（原许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韩艳军、宋

盛、宋涛、孙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等

相关文书。现依法向韩艳军、宋盛、宋涛、孙曼公告送达本院

（2021）豫10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传票、限制消费令、执行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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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春甫：本院受理徐凤莲、周水峰、周小慧、周晓瑞申请执行

韩春甫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文

书。现依法向韩春甫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10执恢2号执

行裁定书、传票、限制消费令、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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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长葛市玖隆矿山机械配件有

限公司、燕志业、杨殿成：本院受理张天增申请执行河南亚明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长葛市玖隆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燕志业、杨殿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

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河南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长葛

市玖隆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燕志业、杨殿成公告送达本

院（2021）豫10执恢1号执行裁定书、传票、限制消费令、执行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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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南天合房地产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对河南天

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的临街商业用房进行了网络司法拍

卖，经两次拍卖均流拍，现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变卖。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物：河南天合房地产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许昌县瑞贝卡大道与仓库路交叉口（丽景新苑C1

号楼）东起1-2层102-202号临街商业用房，许县房权证许

昌县字第A0021879号，建筑面积：219.57㎡。二、变卖物的价

格：以第二次流拍价即人民币1588180元变卖，保证金：16万

，增价幅度：3千元。三、变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四、变卖期

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后开始，60日内结束。五、特别

提示：变卖成交后不缴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与本案

变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若

对本院变卖的有异议，自公告发出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

逾期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了解上述变卖标的变卖底价、变卖时间、变卖公告刊登

的报刊以及变卖过程中变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

关注淘宝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或直接

与本院执行二庭联系。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支行与河

南天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席秋红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对被执行人河南天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许昌市建安区

将官池镇潩水路南段西侧幸福花城小区3#（房号107、108、

109、110、111）、6#(房号101、102、103、104、105、106、107、108、

109、110、111、112、113)、7#（房号101、102、103、104、105、106、

107、108、109、110、111、112）楼商业房地产已进行评估。经

申请人申请，现将进行第一次拍卖。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河南天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许昌

市建安区将官池镇潩水路南段西侧幸福花城小区3#（房号

107、108、109、110、111）、6#(房号101、102、103、104、105、106、

107、108、109、110、111、112、113)、7#（房号101、102、103、104、

105、106、107、108、109、110、111、112）楼商业房地产。拍卖标

的权属所有人：河南天合房地产有限公司。拍卖机构：淘宝

网。 联系人：古法官。联系电话：0374—2929150、0374—

2929718。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起拍价、拍卖时间等有关

事宜的，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

于拍卖日期前提交相关书面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2021年2月25日10时至2021

年2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李某某名下位于临颍县盈翠半岛17号楼1单元1101号住

宅一套，2021年2月25日10时至2021年2月26日10时止第

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宋某某名下位于临颍县人民西路北

侧房产一套。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21年2月25日10时至2021年2月26日10时止漯河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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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漯河市源汇区滨河路与骊山路交

叉口恒大名都4楼1304号的房产；2.漯河市郾城区昆仑路3

幢3号的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

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要求

和说明。咨询电话:095-3561822。特此公告。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薛九英诉

被告于保国、洛阳市河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恒基城建

集团有限公司、灵宝市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你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增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忠诉被告刘增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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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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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克胜：本院受理原告陈健诉被告何克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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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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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杰科：本院受理原告郭俊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824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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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民：本院受理原告周勤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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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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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广角15

国门一线绽芳华

大宣传促进大防范
打击整治跨境网络赌博

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卢氏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宝丰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女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