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院 公 告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1月16日10时至2022年1月1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
处曙光路南侧博爱路东侧格兰艺堡6号楼5号商铺详细信
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联系人：郑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776。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1月16日10时至2022年1月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江山大道东
侧、北海路南侧北海香樟园2号楼7号商铺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
加竞买。联系人：郑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776。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2月1日10时至2022年2月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北海路南
侧、博爱路东侧橡树湾5号楼1单元301室房产详细信息
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联系人：郑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776。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2月1日10时至2022年2月2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户名：民权
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星迈置业有限公司谷丰广
场9号楼9-11号商铺、12号楼7-8号商铺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联系人：蔡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820。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2月1日10时至2022年2月2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户名：民权
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星迈置业有限公司谷丰广
场6号楼2-6号商铺、14号附楼7号商铺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联系人：蔡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820。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1月16日10时至2022年1月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东方今典
小区2号楼1单元1101室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
人：韩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809。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22年1月15日10时至2022年1月16日10时止漯

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www.sf.tao⁃
bao.com/0395/02)公开拍卖：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太行
山路与沙河路交叉口滨河颐景园西区（官邸）1#楼1908
号（二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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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5-3561822，特此公告。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爱峰、李颖：申请人郝运海以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分公司提供的保函作为担保，向本院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了（2021）豫 0506财保 57号民
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卫松、卫延：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九方物流有限公司
诉被告卫松、卫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1202民初3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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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淇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拟受理河南金山环保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
作的意见》相关规定，本院决定采用竞争方式确定本案
管理人，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具备编入各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的

一级管理人；2.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3.
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 3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
良记录。

二、申报方式
1.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报

书 3份，申报书内容包括申请书、工作方案及相应的证
件、凭证等；工作方案包括以下内容：（1）近 3年担任破
产案件管理人的业绩；（2）机构的规模、专职管理人储备
和团队构建情况；（3）拟委派参与该破产案件管理人团
队核心成员、常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4）参与管理
人竞争选任的优势；（5）被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后拟
收取的报酬；（6）被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后的工作计
划、工作思路、建设性建议和意见；（7）参与管理人竞争
选任时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2.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 1月 17日下午 17时止，逾
期不再受理；3.报名地点：淇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4.
联系人：宋翠翠；电话：0392-7238799。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胡
斌通讯员张云芳）“作为闫楼的一名

‘民生快递员’，在家门口为街坊邻居
做点事，人老了也能发挥点作用，我特
别有干劲。”近日，76岁的胡书菊说。

胡书菊是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
的一名“民生快递员”。她和村里其
他 77名“民生快递员”一起，每天活
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搜集民情、宣
传政策、调处纠纷，受到了党员群众
的广泛认可。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了及

时发现基层依法依规治理盲点，闫
楼村科学划定工作网格，定期开展
基层治理培训，于今年 6 月成立由
监委会、文艺队、志愿者和常年在家
人员组成的“民生快递员”队伍。“民
生快递员”采取“群众‘派单’我‘接
单’”的工作模式，及时搜集矛盾隐
患。能当即调处的，就地化解；不能
调处的，上报村调解委员会，集思广
益，协同处理，有效推动了该村村民
自治、依法治理工作高质量开展。

“前不久，一个路灯的灯杆被大

风刮歪了，非常危险，‘民生快递员’
闫福钦及时提醒群众绕路行走，同
时上报村委会。村干部立即赶到现
场处理，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后
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闫楼村党支
部书记闫东峰说。

该村“民生快递员”队伍自成立
以来，为村委会提交有效建议 39
条，排查、调处矛盾纠纷 6 起，为村
民解答政策法规咨询 12人次，形成
了基层治理、村民自治、服务群众零
距离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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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广角14
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

“民生快递员”
助力基层依法治理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杨占伟 通讯员 丁静）长期以
来，信阳市浉河区司法局积极履行
行政复议职责，牢固树立复议为民
的理念，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做了大量工作。

公开便民，畅通行政复议受理
渠道。该局践行“最多跑一地”改革
理念，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众号上
对《行政复议办理指南》进行公示，
印发宣传册3000余册，为群众维护
合法权益提供便利。2020年，该局

受理行政复议案件84件，充分发挥
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
用，促使“政府就是群众合法权益守
护者”的理念深入人心。

守正创新，优化行政复议审理
方式。该局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时，综合运用书面审查、实地调查、
听证等方式，查清事实。对复议申
请人不服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
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
行政复议，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
进行调解。2020年，该局依法组织
复议调解结案 6件，实现了定分止

争、案结事了。
有错必纠，发挥行政复议监督

功能。该局严格依法办案，加大个
案纠错力度，坚持“刀刃向内”，切实
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作用。2020
年，该局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12件，
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5件，大大提高
了行政复议综合纠错率，达到了审
结一案、规范一片的双赢效果。

该局用实际行动践行复议为
民的初心使命，被省政府办公厅评
为“2020年度全省行政复议工作成
绩突出单位”。

信阳市浉河区司法局

牢固树立复议为民理念

本报讯 长期以来，原阳县认真
贯彻落实省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在“四真”上下功夫，推动

“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村（社区）企
事业单位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真重视。该县建立原阳县平
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例会制度，县
委书记刘兵连续 11 次主持会议，
采取现场会与周例会相结合的形
式，把例会开到基层，实地查看并

听取工作汇报。
真督导。原阳县平安建设领

导小组制订督导方案，采取县、乡
和相关部门领导包乡包村制度，
督促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年底完
成任务。

真措施。该县设置网格化“两
长三员”，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两
长”发挥网格管理、下沉服务“领头
雁”作用，“三员”发挥主观能动性，

提升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率、便
民服务群众满意率。

真实效。领导重视、加强督导
和措施得力，使原阳县平安创建
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上
访和事故及案件发生率较去年明
显下降，群众满意度提升，为推动
平安创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
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 （孙海洋 吴尧恒）

原阳县

在“四真”上下功夫推动平安创建工作

沈丘县检察院

充分履行检察职能 增强群众获得感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程玉成 通讯员 胡新建）为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
幸福感，连日来，沈丘县检察院坚
持把平安建设作为各项检察工作
的主旋律，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
作机制，狠抓措施落实，为群众安
居乐业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严打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
定。该院坚持以业务工作为中心，
按照稳定数量、突出重点、改善结
构、提高质量、增强效果的要求，重
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涉黑恶犯

罪、有组织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害群
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对重大刑
事案件提前介入，依法快捕快诉，
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
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公平正
义。该院对公安机关有案不立、以
罚代刑、漏罪漏诉进行监督，对法
院重罪轻判、枉法裁判进行监督，对
违规减刑、假释和社区矫正人员脱
管漏管进行监督，努力让群众在每
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化解矛盾纠纷，增进社会和

谐。该院坚持强化对涉检信访案
件的源头预防，加强对不捕不诉案
件的释法说理工作；全面落实信访
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坚持“领导包
案”“公开听证”“群众来信件件有
回复”等制度，努力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消除在萌芽。

该院连续多年保持涉检案件
赴省进京零上访，在全省执法满意
度调查中，该院较上年上升了近40
个位次，荣获“全省检察机关第二
届先进集体”称号，连续三年被评
为“周口市先进基层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