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将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洛阳天平分子筛有限公司分子筛扩建项目
拟建地点：洛阳市吉利区石化产业集聚区
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洛阳市吉利区石化产业集聚区，

扩建项目不新增占地，扩建项目规模为年产VPSA制氧分子筛500
吨、13X型分子筛500吨、3A型分子筛500吨、5A型分子筛1500吨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获取方

式。 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0BG458fFS2yGMpF_OblN_g。 提取码：4nkl。 公众意见表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YROcitvVU2eok7otx7ULKA。
提取码：fp6b 。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前往建

设单位厂区查阅纸质报告。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
电话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
位，反应本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或建议。

三、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洛阳天平分子筛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主任 电话：13783146741

四、信息发布有效期 2021年2月4日--2月23日
五、征求意见范围为周围可能受影响的公众及团体等。

洛阳天平分子筛有限公司

洛阳天平分子筛有限公司分子筛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鄢陵县振远食用油有限公司等745户企业：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鄢陵县振远食用油有限公司等

745户企业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长期停

业的行为一案，已经本局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鄢陵县振远食用油有限公司等745户企业

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

个月以上，且未办理注销手续，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一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本局拟对上

述745户企业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听证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上述企业有权进行陈述、申

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

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未行

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电话：0374-7819299

详细企业名单请登录鄢陵县人民政府官网，公告栏目

查看（网址：http://www.yanling.gov.cn）。

2021年2月9日

鄢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拟吊销企业听证公告河南天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3058798940P):
本委受理李杰诉你单位工伤保

险待遇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仲裁裁
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二七
劳人裁决字[2021]第 3号仲裁裁决
书。裁决:一、确认李杰与你单位劳动
关系解除;二、你单位于裁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李杰支付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停
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劳动能力鉴
定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等，共计人民币194378. 20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自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
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郑州市二七区劳动入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徐泽华（身份证号：412829197

012250055）：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徐泽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送

达（2019）驻仲裁字第7002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刘苏芳（身份证号：412829197

204306420）：

本委受理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仲裁

的与赵海斌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本委公告向你送

达（2019）驻仲裁字第7124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公 告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近年
来，发生在法院系统的违纪违法案
件存在很多共性问题，教训十分慘
痛，必须深刻警醒。欲望一旦放纵，
必将走向无底的深渊。张家慧、陆
汉杰等人在利益和金钱面前迷失了
方向，丧失了信仰，背弃了初心；以
权谋私、以案谋利，严重损害人民法
官形象，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和
公信力，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
的影响。惨痛的教训警醒我们绝
对不能触碰纪律红线，绝对不能突
破法律底线，绝对不能撕裂思想防
线。只有脚踏实地、廉洁奉公、公
正司法，在奋斗和奉献中实现人生
价值，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才能无愧于人民法官的光荣
称号。

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抓
紧弥补自身的知识空白、经验盲区、
能力弱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论述摘编》等重点书目，认真
学习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学
思践悟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持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党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严守党的纪律，忠诚党的
事业，执行党的决定，在大是大非面
前立场坚定，确保在政治方向上不
走岔、不走偏。

二要进一步增强为民意识，继
续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提
升诉讼服务中心便民、利民的功能，
坚持有案必立，让老百姓少跑腿、少
受累；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方法热
情接待群众，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
妥善处理金融、知识产权、买卖合
同、租赁纠纷、劳动争议和与公司有
关的纠纷等案件，减少案件发改率，
提高审判质效，维护市场交易安全，
为许昌常态化疫情防控、优化营商
环境、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和经
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提供优质的法
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三要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依
托法院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自媒体，及时发布涉民生案件工
作信息，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实现对

“四类案件”的全院、全员、全程监
督，补齐“监督虚化”短板；畅通民意
沟通渠道，邀请学生、农民工、社区

群众和公司企业、金融机构等参加
“法院开放日”活动，零距离了解司
法过程；定期召开司法监督员、律师
等社会各界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
和建议，及时改进法院工作。

四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问题导向，按照市纪委以案促改
工作要求，认真查摆自身存在的问
题，逐项梳理，列出清单，建立台账；
制订整改方案，明确完成时限，以钉
钉子精神真改、实改，改到位，接受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灵魂洗
礼、全面体检、刮骨疗毒。要加强分
管部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时
刻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决不
为追逐利益而葬送自己的前途和家
庭的幸福。要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
汲取张家慧、陆汉杰等人违法违纪
案例惨痛教训，防微杜渐，警钟长
鸣，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切
实增强廉洁司法意识，坚决守住为
人处世、用权、交友的底线，坚决同
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努力做到慎
权、慎独、慎微、慎交、慎始、慎终，当
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不辜负党
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作者单位：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乔瑞锋）2 月 7 日上午，
鄢陵县法院召开 2020 年度党员领
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县委组织部公
务员科科长张泳、组织一室副主任
闫若易到会指导。会议由院党组
书记、院长冀超良主持，全体院领
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本次民主生活会以“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
力，坚守人民情怀，夺取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伟大胜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主题。会
前，通过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听取
意见建议，领导班子成员形成了对
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

会上，冀超良通报了该院 2020
年度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本次征
求的意见建议情况，并代表院领导班
子进行对照检查。领导班子成员依次
作个人对照检查剖析，发言结束后，
其他同志逐一对其提出批评意见。

张泳指出，此次党员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成功，会议气氛
严肃、认真，大家敞开心扉，直面问
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严肃认真地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敢于揭短，剖析
到位，触及思想深处，辣味十足，达
到了预期效果。

最后，冀超良代表党组作了表态
发言。他表示，要坚持政治方向，强
化理论武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

学懂弄通做实；将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融入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日常
学习的全过程，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在法院工作得到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坚持问题导
向，抓好整改落实。进一步细化完
善台账，细化措施、明确时限，做到
有一项改一项，改一项成一项，推动
新老问题一并解决，努力形成长效
机 制 ，推 动 管 党 治 党 走 向“ 严 实
硬”。要坚持创新实干，服务高质量
发展。对于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明
确的任务，要盯住不放。要紧扣县
委中心工作，发扬斗争精神，聚焦解
决问题、改进工作，担当作为、创新
奋进，不断提升法院助推鄢陵高质
量发展的司法贡献度。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燕、王飞：本院受理原告陈秀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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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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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做好以案促改 推进民事审判工作
□张玉华 徐晓勇

鄢陵县法院召开民主生活会

查摆问题 听取建议

本报讯 新一届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
局党委成立以来，按照该分局局长王明选

“贴近群众、掌握民情、解决民忧、关爱群
众”的工作要求，2020年12月9日上午，管
城分局金岱派出所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
和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深入辖区圆方集团
进行亲切座谈，听取意见建议，检查疫情
防控并送上新春美好祝福。金岱派出所
负责人张淼磊、基础工作负责人朱保华、
社区民警苏亮、网格警司磊乐和圆方集团
主要负责人及员工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张淼磊主要介绍了近期疫
情防控和治安防范工作情况；圆方集团董事
长薛荣重点介绍了集团主要业务范围，党建
和落实疫情防控等工作情况，同时对公安工
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

随后，在圆方集团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张淼磊一行先后参观了圆方集团初心厅、
远方之路、红色文化馆、“战新冠、抗疫情”
展馆、党建文化长廊、先进工作者纪念墙等
地方，并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圆方
集团的回信，近距离感知党旗映照不一样
的圆方精神和圆方面貌，感受和学习圆方
集团党建的丰硕成果和先进经验模式。通
过观摩学习，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参观
学习为契机，查找不足、补齐短板，把学习
的成果运用到以后的工作、学习和行动之
中。

最后，张淼磊对薛荣提出的意见建议
一一进行了记录、解答，并表示在分局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金岱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
一定提高认识、转变思路，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强化创新思路，踏实做好“服务
群众、服务企业，预防违法、打击犯罪”等各
项工作，努力为打造平安辖区、和谐社区及
优质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并祝福大家新
春快乐。 （邹玲）

不忘初心使命
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