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彭钰莹）11月 13日下
午，襄城县法院在该院三楼会议室
召开征求市人大代表意见座谈
会。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朝娟，
党组成员、副院长唐国建及刑庭、
立案庭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该院听取了市人大代表
孟庆华等同志在市七届人大六次会
议上提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向辩护
律师提供刑事案件电子卷宗”的意

见和建议，并就此问题专题答复。
该院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加强协作配合，对于检察院移交的
起诉材料和其他电子卷宗材料，法
院安排专人刻录电子光盘，无偿提
供给辩护律师，最大限度节省律师
阅卷时间和成本。

孟庆华等人大代表，对该院重视
代表建议的办理表示满意，对法院主
动征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给予高
度认可和评价。会上，大家畅所欲

言，就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加强
普法宣传等工作充分交流讨论。

“感谢市人大代表一直以来对
襄城县法院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
持，并表示今后将加大与人大代表
联络，主动接受监督，切实把意见
建议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具体举措，
推动法院工作开展。”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刘朝娟向受邀参会的律
师、企业、学校等不同行业的8名市
人大代表表示。

襄城县法院召开征求市人大代表意见座谈会

征求意见建议 加强协作配合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1月17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
对位于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312国道与郦都大道交叉口锦绣商
城17号楼2层203号（内房权证字第1401033761号）、17号楼2
层205号（内房权证字第1401033849号）、17号楼2层219号
（内房权证字第1401033861号）、22号楼1层115号（内房权证
字第1401013731号）、22号楼2层225号（产权证号：内房权证
字第1401013817号）、22号楼2层229号（产权证号：内房权证
字第1401013821号）、22号楼2层230号（产权证号：内房权证
字第1401013822）、22号楼2层231号（产权证号：内房权证字
第1401013823）、22号楼1层130号（房权证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13745号）、22号楼1层132号（房权证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13747号）、22号楼2层232号（房权证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13824号）、22号楼2层233号（房权证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13825 号）、17 号楼 2 层 233 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33874 号）、17 号楼 2 层 237 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33877 号）、17 号楼 2 层 275 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33786 号）、17 号楼 2 层 276 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33787 号）、22 号楼 1 层 117 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13733 号）、22 号楼 1 层 120 号（内房权证字第

1401013736号）、22号楼1层128号（内房权证
字第1401013743号）、22号楼1层129号（内房
权证字第1401013744号）（户名：南阳市宛城区
人民法院，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7/
06）进行公开拍卖（第二次）活动。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20日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受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对其部分
资产对外公开挂牌转让，特此公告（郑公共资源产权(告)字[2020]021号）。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价格
1.基本情况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近两年报废的生产设备一批，详见附件

《报废资产明细表》。
2.挂牌价格
标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40.70万元。
二、标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标的已经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会议通过。
三、标的资产评估及核准备案情况
1.资产评估
本标的经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评估价格为大写人民币：肆拾万柒仟元整 ，小写
人民币40.70万元。

2.核准备案情况
评估报告已在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备案。
四、公告期限、竞价时间及交易方式
1.公告期：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4日；
2.标的展示期：2020年12月2日和3日，如需查看标的，请提前预

约，过期不候；
3.竞价时间：2020年12月16日上午9时开始；
4.本次挂牌采取网上交易方式进行，若征集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合格意向方的，采取“网络竞价”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一个意向方的，采
取“场内协议”方式交易，且协议价格不得低于挂牌价格。

五、意向方报名及保证金交纳
1.有意参与的意向方，在充分了解标的基本情况和现状等相关信

息后，在公告期内通过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登录注册，注册
成功后向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意向申请，并提交资料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4日上午11时00分；

2.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通过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
系统交纳交易保证金。交纳保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交纳时间为：
2020年12月14日至15日下午17时00分（以银行实际到账为准），未
按要求交纳保证金的，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3.交易活动结束后，未成交方的交易保证金5日内无息原渠道退
还意向方；成交方保证金不予退还，抵成交价款；

4.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保证金交纳和退还等要求，请认真查阅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zsggzy.com《意向方网上
注册、报名、竞价操作手册》；

5.以上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zzsggzy.com）产权网上交易大厅《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报废
资产转让挂牌交易须知》。

六、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371-67188804
报名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政务中心7016房间；
标的展示联系人：冉老师；
联系电话：18637112101；
标的展示地点：郑州、港区、伊川、漯河、登封、新密等八个厂区。
注册、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371-67188807。

2020年11月20日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报废资产转让项目交易公告

走访调研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荣延平深入该区岳村镇高庄村，
走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荣延平要求区法
院驻村工作人员，扎实开展扶贫工作，全心
全意服务村民，提升村居发展水平。

（张雨涵）
专业化审判化解家事纠纷

本报讯 根据家事案件的特点，长垣市
法院设置了专业化家事审判团队。该院抽
调生活经验丰富且较耐心、善调解、懂心理
的员额法官负责案件审理，聘任社会经验
丰富、公道正派的家事调解员负责诉前纠
纷化解，配置“1+N”的家事审判专业化团
队，通过“内挖潜+外借力”，不断做好、做
专、做精家事审判工作。 （张中任）

“巾帼贷”解创业女性资金周转难题
本报讯 近日，来自通许县的 3 位女性

创业者为该县农商银行送上锦旗和花束，
感谢县农商银行在其加盟店发展中给予的
信贷支持。多年来，通许县农商银行一直
致力于妇女帮扶工作和乡村振兴扶持工
作。“巾帼贷”是该行与通许县妇联合作为
创业妇女提供的贷款产品，具有优惠贷款
利率、提高授信额度、简化审批流程等优
点，自上线以来帮助多位创业女性解决了
资金困难问题。 （郭易昌）

法治宣传多样化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切实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镇平县司法局玉都司法所创
新普法宣传方式方法，全方位、多角度灵活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普法宣传工作实
效。 （仝德顺）

举办法律讲座 增强学生法治观念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法治观

念，树立良好的法治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
纪守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镇平
县司法局涅阳司法所联合多家单位在涅阳
中小学校举办生动活泼的法律讲座，受到
了学校师生的欢迎。 （谢中伟）

强化法警思想政治建设
本报讯 长垣市法院组织全院司法警察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
性。该院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筑
牢法警拒变防腐思想防线，保障法警队伍
纯洁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全体法警
树立为民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法警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法警爱岗敬业、作
风过硬、纪律严明，为正确履行司法警察职
能奠定思想政治基础。 （杜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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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宏展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因故停止经营，现对本公告之日前形

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清理。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及

时申报相关债权。本次申报为当面

受理，并提交相关债权证据材料，来

电、来函均不予登记。

申报地点：台前县后方乡东孙村委

会村室

申报时间：2020年11月20日-

2021年1月5日

上午8:3-11:30 下午14:00-17:00

联系人：王自拓 18135731213

孙齐斋 13949730831

特此公告。

台前县宏展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公 告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刘燕飞 柴潇潇）为全
力消除枪爆隐患，深入推进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11月17
日上午，鹤壁市公安局在山城区一
铸造厂内，以“除枪爆 护稳定 保民
安”为主题，组织开展集中统一销
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鹤壁市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
品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市公安局相关警种参加启动仪
式。市公安局副局长华晓东宣布

全市公安机关集中统一销毁非法
枪爆物品活动正式启动。在仪式
现场，公安机关通过战果展示、展
板宣传、发放传单、以案释法等多
种方式，教育警示群众自觉抵制远
离非法枪爆物品。

2018年3月，经鹤壁市政府批准，
市公安局牵头成立全市打击整治枪支
爆炸物品违法犯罪联席会议统筹组织
全市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在联席会
议统筹组织下，全市公安机关会同各
部门先后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清

查收缴非法枪爆物品“百日行动”、枪爆
逃犯缉捕会战、重大枪爆案件统一收
网、危爆物品治安隐患清零等工作，严
管严控枪爆物品，严打严治枪爆违法
犯罪，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截至目前，全市共破获案件 5
起，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49 人，收
缴炸药 335 公斤、雷管 650 余枚、黑
火药 29 公斤、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26.2 公斤，收缴各类枪支 52 支、子
弹6000余发。

鹤壁市公安局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除枪爆 护稳定 保民安

本报讯 为全力做好辖区校园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信阳市光山县
公安局凉亭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
多举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在校
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

一是排查消防安全隐患，确保校
园安全稳定。10月14日以来，该所
深入辖区12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
安全大检查，民警重点对学校的消防
安全、安保力量、监控设施等进行检
查，督促校方落实好人防、技防、物防

等安全防范措施，同时与校方积极沟
通，及时掌握涉校类违法犯罪活动，
确保校园内部安全稳定。

二是积极开展法治教育，增强师
生法律意识。该所组织辖区学校师
生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专题教育，就
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如何
分辨并抵制毒品犯罪等方面层层解
析，引导在校师生做一个知法、懂法、
守法、护法的四好公民；从防诈骗、防
拐骗、交通和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常识

和技能与在校师生展开互动与交流，
全面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提升安全防范能力。

三是强化校园周边管控措施，净
化校园周边环境。该所组织民警、辅
警每天在学校上下学重点时段，加强
校园周边重点区域的巡逻防控力度，
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强化校园周边
重点人员管控及矛盾纠纷化解力度，
及时消除治安隐患，有效净化校园周
边环境。 （徐玲 徐亚东）

光山县公安局凉亭派出所

多举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