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未成年人提供全方位司法保护
法润少年

电影进村宣传交通安全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
局在侦办的“2020.03.24 安 徽
华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
非 法 经 营 案 ”中，对中国工商
银 行 6212252312000217355 内
的 涉 案 资 金 452595 元 、
6212262312002300330内的涉案
资金 523059 元依法予以扣押。
现公告，上述银行账户内的资金
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证明材料到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
配合调查。逾期无人认领的，公
安机关将依法上缴国库。

联系人：史警官
联系电话：18739203337
联系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

滨区黎阳路419号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

2022年6月23日

公 告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在侦办的
“2022.06.01非法经营案”中，对中国建
设银行12050183560100002695等 20
个银行账户内的600余万元涉案资金依
法予以扣押。现公告，上述银行账户内的
资金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及证明材料到河南省鹤
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配合调查。逾期

无人认领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上缴国库。
联系人：王警官
联系电话：18625755991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

419号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

2022年6月23日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关于处置涉案资金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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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齐商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广西北部湾银行

北京银行

濮阳开州农商银行

河南范县农村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账户 开户银行

附件：《银行账户明细表》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师军敏）6 月 17 日，鹤
壁市鹤山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二次会议。鹤山区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常保军作关于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经区人
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获全票通过。

报告详细介绍了 2019 年以来
该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开展情
况，从“更新理念，推动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创新发展；传递温暖，全面
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法润

少年，持续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三个方面总结了开展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的主要做法，分析了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了下一步改进
措施和建议。

本次区人大常委会对该院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家一致认为，该院紧紧围绕全区
工作大局，综合运用保护、打击、监
督、教育和预防等手段，为未成年
人提供全方位、专业化司法保护，
营造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

环境，作风扎实，思路清晰，措施有
力，效果良好，为促进平安鹤山、法
治鹤山建设，维护社会平安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下一步，该院将继续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力争为群众办实事，认真落
实本次专项报告审议意见，不断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检
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梁罄雨）为不断提升公
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构建
和谐社会，6月 13日至 6月 17日，鹤
壁市鹤山区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
辖区街道、社区、乡村开展为期一周
的平安建设法治宣传专项活动，受
到社会各界一致欢迎。

6 月 10 日，该院就召开了平安
建设法治宣传周动员部署会，传达
了全区平安建设重点工作推进会精

神，对近期平安建设工作作出具体
安排部署。

活动紧紧围绕“八五”普法规
划，结合“四大一送”“六防六促”“服
务企业”“三零”创建等工作，深入街
道、社区、农村、企业、学校进行走
访，开展“反电诈”“反养老诈骗”“未
成年人保护”“学习民法典”等普法
宣传活动，普及平安建设、扫黑除恶
等法律法规知识，大力宣传该院打
击违法犯罪取得的成效。同时，该
院还加大巡逻力度，坚持每天派专

人在重点时段到重点地区巡逻；积
极参与各乡镇（街道）综治联席会，
研究解决各类影响安全稳定的不稳
定因素。

据悉，该院下一步将继续结合
检察工作实际，广泛开展法治宣传，
切实做到察民情、解民难、贴民心、
暖民心，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公众
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为
促进鹤山区社会平安和谐稳定贡献
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李
杰通讯员崔翠翠）为落实好“防范和
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相关要求，揭露
非法集资的欺骗性、风险性及社会危
害性，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防范意识，
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维护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6月16日，鹤壁市鹤山区检察
院组织干警深入社区、街道、乡村以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将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与打击养
老诈骗活动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开展

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悬挂宣传

条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
现场讲解案例、耐心答疑解惑等多种
方式，重点宣传非法集资的定义、特
征、表现形式、常见手段以及相关预防
常识，并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打击养
老诈骗工作，向过往群众揭示宣传推
销“养老产品”“保健品”等诈骗常用的
六大套路及识别方法，劝导广大群众
要警惕非法集资承诺的“高息诱惑”，

面对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危言恐
吓，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
款”。

防范非法集资和打击养老诈骗
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下一步，该
院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
理念，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能动履职，
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和打击养
老诈骗普法宣传活动，为人民群众守
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内乡县检察院
持续落实最高检察院“一号检察建
议”，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零容
忍”，对涉罪未成年人“包容不纵容”，
并注重以案说法，精准帮教，正确引
导。

该院与教育、团委、妇联等部门协
作，组织不公开听证和跟踪帮教，做到
感化挽救有温度；常态化开展“送法进
校园”活动，播撒法治种子，共建法治
校园；联合公安、文化、市场监管等部
门，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食品安
全、电子烟销售、宾馆管理等专项整
治，净化校园育人环境，用检爱护航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任银峰 杨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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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陶卫商厦鹏伟陶瓷商行：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亚红诉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老劳人仲案

字〔2022〕22号），申请人要求你（单

位）支付工资合计3220元,现已审

理终结。仲裁裁决你（单位）自本裁

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

人张亚红支付工资3220元。因无

法联系你本人，根据有关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老劳人仲案字〔2022〕22

号仲裁裁决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洛阳市老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领

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洛阳市老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2022年6月23日

公 告
洛阳尊航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权惠明诉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老劳人仲案字

〔2022〕59号），申请人要求你（单位）

支付工资合计9600元。因无法联系

你本人，根据有关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现定

于2022年8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

洛阳市老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洛阳市老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2022年6月23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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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广角14

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多措并举保民安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交通
安全知识宣传工作，提高农村群众交
通安全意识。近日，宜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联合县电影公司，开展“美丽乡
村行”电影下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在电影正式播放之前，播放了交通安
全典型事故案例警示片，触目惊心的
事故画面和痛哭声深深震撼了广大群
众，从而使广大群众在潜意识中吸取
血和泪的教训。宣传人员还向广大群
众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资料，让群众
时刻谨记珍爱生命、安全驾驶、文明出
行。 （廉丽莎）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公安交警队
伍的整体素质和实战能力，6 月 20
日，汝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全体
民警、辅警开展夏季“大练兵”活动。
以法言法语、交通指挥手势等内容为
训练重点，着力提高民警、辅警的警务
技能和综合素质。

（谷玉杰）

本报讯 镇平县司法局杨营司法
所积极探索创新，建立社区矫正规范
化体系，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对象监管
教育新模式，落实教育与帮扶相结合
的政策，发现问题及时干预化解，强化
人员管控工作，狠抓措施落实，稳步推
进社区矫正工作。

（苏永隆）

“大练兵”练就过硬素质

稳抓社区矫正工作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22年

06月30日上午9时(延时除外)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公开拍卖标的：房产、机动车。

有意竞买者请于06月 29日

17 时前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办理

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地点:2022年06 月

28日-29日在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3-50566555

18237319029

监拍电话：0373-2022881

河南省融汇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拍卖公告

守护群众钱财尽职尽责
能动履职

法治宣传活动形式多样
群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