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 讯 员 高明）炎 炎 夏
日，市民们傍晚纷纷走出家门到
各个游园乘凉。为增强人民群
众知法、守法、用法和维权意识，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文明素
质 ，做 好 做 实 政 法 队 伍 教 育 整
顿，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近日，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联合
有关单位在淇滨区黄河游园小广
场开展了别开生面的法治戏曲小

剧场普法宣传活动，宣传社会主
义法治、弘扬社会正气。

该院采用广大群众易于接
受、乐于参与的形式，与群众艺
术团体合作，把传统戏曲、快板
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法治宣传等内容相结
合，精心编排的快板《“三个规
定”要记清》、戏曲《包青天》《岳
飞》等 10 余个节目轮番上演，节
目精彩纷呈，内容寓意深刻又通

俗易懂，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笑
声和掌声。

在节目演出间隙，主持人把
党中央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
该院在教育整顿中好的做法，通过
短小精悍的串词，向现场观众传
递，使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了
解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相关内
容，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检察机
关维护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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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 增强群众维权意识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赵
华珍）自公安队伍教育整顿
开展以来，郏县公安局高铁
派出所主动作为，切实为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用理想信
念坚定精神根基，以实际行
动促进教育整顿成果转化。

该 所 结 合 日 常 基 础 工
作，收集旅客对公安机关的
意见建议，并逐项落实。同
时，该所联合铁路客运职工，
邀请医院急诊科医生为大家
开展急救培训，学习急救药

品的使用方法，以实际行动
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在工作中，该所积极组
织民警、辅警深入站区为旅
客指路答疑，帮助行动不便
和携带行李较多的旅客提行
李，并向他们宣传安全知识，
提醒他们注意出行安全，让
旅客带着安全回家。“遗失行
李、孩子走失、困难求助……
这样的小事在郏县高铁站时
常发生，但我们都当成大事、
急事办，用心用智解民忧，因
为服务好旅客是民警的初心

和使命。”该所所长吕晓骥
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是
简单地“喊一喊”，而是实实
在在地“做一做”，群众中的
那一抹藏蓝色是最亮丽的色
彩。群众事无小事，细微处
见真情，该所民警将继续秉
承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用实际行动检验队
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切实把为人民服务落
到实处，用真心解民忧。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何永刚通讯员刘继川贾
岭山）“全面实行‘四个纳入’

‘构建三个网络’‘开展专项行
动’‘大走访’……”今年以来，
商丘市睢阳区坞墙镇多措并
举，形成了镇村联动、部门互动
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格局。

该镇建立健全综治信访
制约和激励机制，把综治信访
工作纳入全镇社会经济发展
总体规划，纳入领导干部特别
是村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及
政绩考核的重要项目，纳入年
终村、班子百分制目标管理考
核的重要内容，纳入年终奖金
发放评比的必备考核内容，压

实了平安建设工作主体责任。
该镇坚持领导干部分片

包村负责综治信访工作制度，
坚持综治信访分析月例会、周
例会和治安情况通报制度，坚
持责任追究制度等三项制度，
以“制度”助推平安建设；构建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机制，
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该镇
全年共投入资金3万元作为综
治信访工作专项经费，全力保障
综治信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开 展 社 会 治 安 集 中 整
治。在每学期的开学、期中、
期末 3 个时段，全镇范围中小
学校周边的商店都要进行集
中检查，对不符合相关条件的

责令其自行关闭或是强行关
闭。自 3 月以来，在全镇范围
内对主要交通路线、街道等开
展了集中整治，确保了全镇的
社会大局稳定。

紧贴民情民意开展“大走
访”活动。走访组深入学校、田
间地头开展逐人逐户走访活
动。目前，该镇共发放《社会管
理综合治理民调知识宣传卡》
和坞墙镇干群联系表1.5万余
份。带着真情走访，带着责任
走访，带着担当走访，“大走
访”活动疏导好群众情绪，化
解好社会矛盾，收集好意见建
议，提升了群众对平安建设的
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位于三门峡市境内的小
秦岭自然保护区青山耸立，绿
水环绕，然而，5年前的这里却
因过度开采金矿，遍布采矿坑
口伤痕累累。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随着习近平总书记
豪情满怀的号召，三门峡市打
响了这场生态修复攻坚战。
三门峡市税务部门发挥税收
职能作用，护航绿色发展，助
力小秦岭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作为传统矿山企业，最

困难的时候税务部门给我们
送来了暖心的服务和实实在
在的税收优惠政策。”灵宝金
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感慨地说。

不可否认，这座“金山”确
实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
过巨大贡献。据统计，1975至
2015年，小秦岭矿区累计生产
黄金450余吨，促进GDP年增
长高达33%。不能因为关了一
座矿山，毁了一个产业。按照三
门峡市一手抓生态文明，一手抓

产业转型的工作部署，三门峡
市税务部门持续关注高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
的重点项目和企业，助力企业
转型升级，促进矿企绿色发展。

近年来，三门峡市税务部
门坚持打造绿色税收服务体
系，全力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导向，
助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和
新型生态产业升级，让“春风
又绿黄河岸”变成美好现实。

（许可 刘月）

落实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主动作为用心用智解民忧

多措并举助推平安建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张秋霞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0411 民初 16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宏：本院根据（2013）山民一初字第 00062号号民
事判决书受理了李有生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查封你名下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解
放东路吉庆里 18 号房产一套。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告知：将对你名下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
区解放东路吉庆里 18 号房产进行评估、拍卖。选择
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內到本院领取上述法
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
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
时，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
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
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
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

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21年 6月 26
日10时至2021年6月27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
一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漯河祥瑞印务有限公司名下
的印刷设备。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
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已经受理三门峡市天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现依法公开招募破产管理人，2021
年6月9日前选入河南省高级法院企业破产案件一级
管理人的中介机构可报名参加。具体申报条件请登
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阅，亦可向本院
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咨询查阅，并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
下午 6 时前将破产管理工作方案等书面材料一式十
份交至本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逾期视为放弃参与选
任 。 联 系 人 ：申 法 官 0398-2967669，卫 法 官
0398-2967485。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冯瑞芝与被执行人鹤壁市群兴农贸

有限公司、刘爱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被执
行人鹤壁市群兴农贸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鹤壁市山
城区鹿楼乡东扒厂村的不动产证号为豫（2016）鹤壁
市不动产权第 0000179号的房产（标的物以实物现状
为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
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
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告期为
15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
为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
该工业房地产的双方当事人议价为 1843797元，起拍
价 1097060，保证金 100000 元，增加幅度 2000 元。标
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
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网司
法拍卖专栏）联系人：付高强，13603927286。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6月18日10时在中牟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http://www.zmxggzy.com/）公开拍卖位于
中牟县青年路中段中牟县原市场中心办公楼1-3层三年租赁经
营权（建筑面积约790平方米）。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况，索取查阅
相关资料，于2021年6月17日17时前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
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21年6月15-16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62388158 13027796253
网 址：www.hnycpm.com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杨洪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

与刘全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

法院（2011）山民初字第1374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的我对你

的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刘全琴，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也一并转让。请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刘全琴履行

全部还款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刘全琴书面同

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债权通知人：索文升

2021年6月11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