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清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行依据我处

出具的（2019）豫郑大证内民字第9406号公证书，于2021
年3月18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周清林出具执行证书。执
行标的为：1、贷款本金人民币合计伍拾肆万整。2、（1）
2020年6月10日发放的300000元的贷款，自2021年6月
10日起至2021年3月9日，按照月利率5.075‰计算利息，
共计2954.28元；自2021年3月10日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
按月利率7.6125‰计算利息；（2）2020年6月9日发放的
240000元的贷款，自2021年6月9日起至2021年3月11
日，按照月利率 5.075‰计算利息，共计 2486.76 元；自
2021年3月12日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按月利率7.6125‰
计算利息。3、《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
费按借款本金的千分之二（即1080元）计算，以及执行证书
公证费人民币220元。4、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执行费、公
告费、拍卖或变卖费、评估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一切合法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告》见报之日起3
日内向我处书面提议，若无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
书。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科路科新路金水万达中心
11楼1111号。联系电话：0371-55335516

特此公告
郑州市大豫公证处 2021年4月8日

公 告
李秋凤：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行
依据我处出具的（2018）豫郑大证内民字第11053
号公证书，于2021年3月10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
人李秋凤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1、贷款本金
人民币合计陆拾万元整。2、暂计算至2021年2月
4日的利息人民币25434.57元，之后利息按照年
利率9.135%继续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3、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费按
借款本金的千分之二（即1200元）计算，以及执行
证书公证费人民币220元。4、执行过程中所产生
的执行费、公告费、拍卖或变卖费、评估费、律师费
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法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告》见报之
日起3日内向我处书面提议，若无异议，我处将依
法出具执行证书。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科路
科新路金水万达中心11楼1111号。

联系电话：0371-55335516
特此公告

郑州市大豫公证处 2021年4月8日

公 告 公 告
平顶山市新华区锦时餐厅，法定

代 表 人 耿 二 伟（身 份 证 号

410403198908035611）：

因无法联系你单位，本机关

责令你单位限期报送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要求报送的有关书面

材料。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平新人社监察令字[2020]第

079号《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整改指令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后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4月8日

王春霞、王永华、王东华、张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和相关规定，以及我行与候
起成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
行已将中原银（周口）经营字
2016第 060090号下形成的对
王春霞的债权（截至2020年12
月20日）转让给自然人候起成，
与上述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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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立即向自然人候起
成履行偿还义务，并对债权转让
中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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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分行

2021年4月8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专题党课 强化理想信念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纵深开展，近日，洛阳市西工
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红伟作
了题为《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
领打造西工检察铁军》的主题党课。

陈红伟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立足
检察职责，增进民生福祉，更新司法
理念，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 ，以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为契机，切实提高队伍的综合素
质几个方面联系西工检察工作实
际，对干警提出了此次教育整顿活
动的具体要求。陈红伟强调，全体
干警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自觉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
畏，转化为不断提高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的司法能力和水平，扎实做
好队伍教育整顿。 （楚祎楠）

警钟长鸣 严肃纪律作风

本报讯 镇平县司法局卢医司
法所制订计划，明确工作方向；落
实制度，牢固工作意识；警钟长鸣，
严肃纪律作风。全力压实干部队
伍建设，全面提升队伍廉洁自律、
干事办事和服务群众效能，助力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 （李志晓）

致敬先烈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本报讯 近日，汝阳县交警大
队党支部联合帮扶单位上店镇任
庄 村 党 支 部 ，前 往 凤凰山烈士陵
园，开展了清明祭英烈活动。通过
祭扫活动，加强了对党史的学习，弘
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历史责任
感和民族使命感。（张磊 谷玉杰）

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本报讯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
展以来，镇平县司法局枣园司法所
重点围绕抓好政治教育、党史教育、
警示教育几个方面，认真开展集中
学习和个人自学，确保人员全覆盖、
时间有保障、学习有实效，全面深入
开展教育整顿。 （苏永隆）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推进教育整顿推进教育整顿 打造政法铁军打造政法铁军
南阳系列报道之十七南阳系列报道之十七

策划早 站位高
统筹部署压实责任

坚持早学习、早筹划、早动
员。3 月 9 日，召开了两级院干
警大会，对全市检察机关队伍
教育整顿进行动员部署，明确
两级检察院党组是抓好教育整
顿的责任主体，党组书记是第
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和支部书
记各负其责。该院第一时间成
立了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制订
了教育整顿实施方案。该院党
组抽调 20 余名优秀干警组成
教育整顿活动办公室，具体负
责教育整顿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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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责任 边学边查边改
——南阳市检察院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阶段

工作纪实

盗窃秒变抢劫本报讯 近日，新安
县公安局铁门派出所成

功破获一起盗窃工地物资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

3月30日，受害人常某到铁门派
出所报案称，自己工地上的电缆及工
具被盗。经了解，当日凌晨 4时许，3
名男子在工地盗窃后，正准备驾车离
开时被常某发现。常某联系朋友孙
某等人在工地出口进行阻挡，自己则
开车紧随其后追赶，看到有人围堵，
犯罪嫌疑人遂驾驶车辆掉头，后遇到
驾车追赶的常某。常某将车停放在
路中间下车劝阻，但犯罪嫌疑人驾车
两次撞击常某的车头，将常某车辆撞

开
后仓皇逃离。

接警后，铁门派出
所所长刘智源立即派民警赶赴现
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对案情进行初
步研判，考虑到嫌疑人得手后肯定要
进行销赃，且撞击过程中，犯罪嫌疑
人所驾车辆也必然有损坏，可能会到
修车厂维修，便派一组警力走访排查
周围的废旧金属收购站点；另派一组
警力在周围村庄的修车铺同步排查。

警方在铁门镇某汽修厂排查时，
获得案件重要线索。民警根据线索
在县城某公园发现涉案车辆，并锁定

李
某、张某、刘
某3名犯罪嫌疑人。最
终，在警方的努力下，3名犯罪嫌
疑人先后落网。3名犯罪嫌疑人对抢
劫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另供述了
8次在工地盗窃物资的犯罪行为。

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抢劫罪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汤磊磊）

形式活 载体多
方法措施凸显亮点

坚持领导带学。党组成员带头
领学、带头发言，带头晾晒学习笔记、
学习心得。通过领导领着学、带着学
激发了干警内在学习动力。

坚持督导促学。该院采取挂图
作战、例会协调、督导检查、情况通报
等措施，对学习情况进行督查，还制
作了学习图片墙，各支部均积极制作
学习园地展板。

坚持网上学。该院开通云课堂，把
经典课程录制成音频，供干警线上学习。

该院坚持边学习边教育，边查纠
边整改，不断提升学习实效。该院党
组先后两次召开党组扩大会深入查
摆问题，梳理出院党组在领导班子及
队伍建设中的问题。

教育整顿活动开展以来，该市两
级检察院共受理提请逮捕案件 1159
件 2718 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2143
件 2874 人；受理民事检察案 86 件；
受理公益诉讼案件 70 件，立案 47
件，所办各类案件无一信访事件发生，
实现了学习办案两不误。

该院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
终，学以致用，以学促改，边学边改，
把教育整顿各个环节的目标任务落

实落细，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 100 周年。

不走样 有特色
学习内容精准实效

该 院 按 照“ 落 实 规 定
动 作 不 走 样 、自 选 动 作 有
特 色 ”的 要 求 ，扎 实 开 展

“3+1”专题学习教育。
注重精准滴灌，抓思想

教育。该院邀请南阳市委
党校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贾志军作专题辅导。3月 23
日，南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薛长义以“从严教育
整顿，打造四个铁一般过硬
检察队伍”为题为全院干警
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注重典型激励，抓英模
教育。该院组织各党支部
观看《政法之光》《守护平
安》等宣传警示片，将政法
英模海报张贴到醒目位置，
开展干警学英模活动。

注重结合业务，抓理念
教育。该院举行“转变司法
理念，筑牢忠诚队伍”为主
题的征文比赛活动。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1年4
月15日上午9时30分整在我公司拍
卖厅，依法定程序对下列资产进行公
开拍卖：1.位于昆阳大道南段14间房
屋一年租赁权，保证金：1万元/间；2.报
废资产一批，保证金：1万元；3.废旧储
粮用钢圈一批：保证金：5000元；4.车
辆一批，保证金：1万元/辆。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
取。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明及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拍卖会报
名手续，参加竞买。竞买不成功或拍
卖会因故延期或取消，保证金全额按
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4月14日
16时止（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为准，
逾期到达的，不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912939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工行

大厦20楼
公司网址：www.baocaiauction.

com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汪宇堂王永强

自3月9日以来，南阳市检察
院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在省
第十三驻点指导组和市委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丰富形
式载体，突出检察特色，边学边
查边改，在认真完成“政治教育、
警示教育、英模教育”规定动作
的基础上，扎实开展“转变司法
理念教育”自选动作，高水准高质
量完成学习教育环节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