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博智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封分公司案件结案公告

三博智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

封分公司，2017年10月17日开封

市禹王台区红洋楼派出所立案打

击，2019年10月23日经禹王台区

人民法院审结，经司法机关审查无

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禹王台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2月20日

开封金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结 案 公 告

开封金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9日开封市公安局红
洋楼派出所立案打击，2021年1月
15经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审
结，司法机关追缴部分涉案资产252
万元，并于2021年3月1日全部兑付
集资参与群众，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禹王台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2月20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

27 日 15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标的1：会议桌
1张、会议椅8把；标的2：办公桌7张、会
议桌1张、会议椅10把等（标的以展示
现状拍卖）。有意者请于2021年12月
26日18时前交纳保证金，每标的保证
金2000元（以银行到账为准），并在中拍
平台注册报名。于拍卖会前办理竞买手
续，拍卖成交后保证金不充抵价款，标的
移交完成后办理退款手续。

标的展示：2021年12月22日至23日
报名地点：洛阳市九都路39号（老

财政局）10楼
咨询电话：0379-63627750

15729103103
洛阳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禹州市海峰机床有限公司
开封地区筹备处结案公告

禹州市海峰机床有限公司开封

地区筹备处，2015年5月20日鼓楼

公安分局立案打击，2017年5月经

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结，经司法机关

审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以

结案。

特此公告

开封市鼓楼区海峰机床工作组

2021年12月20日

广州华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分公司结案公告
广州华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

封分公司，2016年5月23日鼓楼公

安分局立案打击，2018年7月经鼓

楼区人民法院审结，经司法机关审

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以结

案。

特此公告

开封市鼓楼区华饮工作组

2021年12月20日

本报洛阳讯 近日，洛阳市洛龙区
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旭敏带队走访
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

张旭敏一行与河南张振龙律师事
务所进行座谈交流，听取河南张振龙律
师事务所村（居）法律顾问和法律援助
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河南张振龙律
师事务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认真开展
村（居）普法，参与村（居）调解，提供法
律援助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张旭敏

提出，在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中，村
（居）律师要多下村（居），多见面，多交
流，深入了解村（居）民的法律需求，有
针对性提供有效专业的法律咨询，努
力强化各村（居）委会及村（居）民的法
律意识；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经验丰富
的律师要负起对青年律师传帮带的责
任，疑难复杂案件要指派经验丰富的
律师办理，切实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
办案质量。

张旭敏强调，律师队伍是党领导下
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法
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对律师职能作用发挥提
出了新要求，对整个律师行业有了新期
待。希望律师事务所继续围绕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发挥好自身专业优势、职
业优势、实践优势，不断拓宽法律服务
领域，提升法律服务品质层次，不断做
优、做强洛龙律师行业。（陈述 李如钱）

为进一步增强
全体检察干警宪法
法律意识，提升依
宪依法依规履职能
力，日前，武陟县人
民检察院隆重举行
宪法宣誓仪式。

河南法制报记
者 刘俊华 通讯员
赵铭琛 摄影报道

2021年12月10日，我局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祥达路125号圆通快递郑州运转
中心查获的卷烟 共计贰拾壹个品种壹佰肆拾柒条（具体品种规格、数量见下表）并依法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直属分局第三市
场队 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与经南一路东20米路南（联系人：卢皓，联系电话：
0371-61173110）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品种规格

钻石(软荷花) 84mm
黄山(小红方印) 89mm
云烟(黑金刚印象) 84mm
黄鹤楼(硬1916如意) 84mm
黄金叶(黄金眼) 84mm
黄金叶(天叶细支) 97mm
黄金叶（天香）84mm
黄金叶(乐途) 75mm
钻石(荷花) 84mm
玉溪(细支初心) 100mm
钻石(细支荷花) 97mm

数量

共计：贰拾壹（品种） 总计：壹佰肆拾柒条（数量）
特此公告。

品种规格

玉溪（鑫中支）88mm
黄鹤楼(硬珍品) 84mm
中华(软) 84mm
黄金叶(小目标) 84mm
金圣(智圣出山) 84mm
南京(细支九五) 97mm
黄鹤楼(感恩中支)
双喜(莲香) 84mm
泰山(望岳) 84mm
南京(十二钗烤烟) 97mm

数量

17条
6条
4条
7条
14条
3条
6条
2条
24条
5条
3条

12条
3条
14条
7条
2条
1条
6条
3条
1条
7条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21年12月20日

公 告
2021年12月10日，我局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祥达路125号圆通快递郑州转运

中心查获的卷烟 共计壹拾玖个品种壹佰贰拾贰条（具体品种规格、数量见下表）并依法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直属分局第三市
场队 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与经南一路东20米路南（联系人：卢皓，联系电话：
0371-61173110）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公 告

品种规格

利群(软红长嘴) 84mm

黄金叶(黄金细支) 84mm

黄金叶(天叶) 84mm

娇子(宽窄好运) 84mm

钻石(双中支荷花) 89mm

中华(软) 84mm

玉溪(创客) 84mm

黄鹤楼(硬峡谷柔情) 84mm

钻石(软荷花) 84mm

娇子（宽窄醇香中支）84mm

数量

共计：壹拾玖（品种） 总计：壹佰贰拾贰条（数量）

特此公告。

品种规格

芙蓉王(硬) 84mm

芙蓉王(硬蓝新版) 84mm

黄金叶（天香）84mm

钻石(荷花) 84mm

白沙(软和天下) 84mm

云烟(黑金刚印象) 84mm

苏烟(五星红中）84mm

玉溪(中支阿诗玛) 88mm

云烟(细支大重九) 100mm

数量

1条

11条

28条

4条

4条

3条

8条

2条

13条

8条

1条

10条

10条

2条

1条

2条

6条

6条

2条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21年12月20日

洛阳市洛龙区司法局走访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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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 拓宽服务领域

武陟县
检察院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促为民实践提质增效

近日，
郑州市惠济
区消防救援

大队紧扣“落
实消防责任，

防范安全风险”
活动主题，以消

防宣传“五进”为
主线，开展了覆盖面

广、针对性强的宣传活
动，在辖区范围内营造全民

消防良好氛围。 国磊 摄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刘俊华 通讯员 刘海林）
今年以来，武陟县检察院按照

“守规矩、懂业务、真落实”活动
要求，坚持以党史学习教育促
进政治理论、作风建设、为民实
践成果，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字为基强思想。该院
领导干部带头学，党组中心组
开展党史学习 16 次，交流研讨
5 次，班子成员讲党课 8 次；依
托“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开
展“掌上”学习、在线答题，组
织观看党史学习报告会等 22
次；先后在修获武抗日民主政
府旧址等地开展红色主题教
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开展集中学习 36 次，举办检
察官讲党史、研讨交流活动 6
次，开展演讲比赛、党史知识竞
赛 8 次。

“严”字当头转作风。该
院组织干警认真学习《中国共
产党章程》等内容，逐条逐项对
照，不断在学习中明规矩、守底
线；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讲授廉
政党课，组织廉政谈心谈话和
廉政集体约谈，通过观看警示
教育片和职务犯罪案件庭审
吸取教训，增强拒腐防变的自
觉性；学习周春梅、李庆军、崔
道植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对英
雄事迹和崇高精神的感悟转
化为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的忠
诚品格，转化为英勇斗争、顽
强拼搏的钢铁意志，转化为履
职尽责、担当作为的不竭动力。

“实”字托底担使命。该院
坚持学史力行，成功化解了省
教育整顿办交办的长达 22 年的
梁中文信访案，妥善处置
了李某保与河

南某建筑公司长达 10 年
的工伤纠纷案；向社会公开
发布 2021 年爱民实践服务承
诺十件实事，累计办结为民办
实事清单事项 69 项；持续推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
议”落实，累计开展普法宣传 19
次，受教育人数 1.6 万余人次；
在“法佑春蕾”活动中，10 名女
干警对 10 名家境困难的农村
留守女童进行结对帮扶；面
对 汛 情 、疫 情 叠 加 严 峻 形
势，积极抽调干警参加沁
河大堤防汛值班、分包
社 区 疫 情 防 控 值 班
等工作，累计派出
警力 72 人参与
值 班 1052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