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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白河”方城县专场今晚上演

载歌载舞 激情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王勇）

5 月 16 日晚 7 时 30 分，
“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演出
活动方城县专场“富裕之
州 美丽方城”在市民服务
中心广场举办。

本场演出将以歌曲、
舞蹈、武术、戏曲、情景

剧、音乐快板、河南坠子
等艺术形式，充分展示方
城县的厚重历史、人文景
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等内容， 突出主旋律，弘
扬正能量、 提振精气神。
参演节目绝大部分为原
创新编，构思新颖、格调

高雅、催人奋进，将引领
观众走进“美丽英雄地
厚重大方城”， 感受勤劳
智慧、开放开拓的方城儿
女为家乡而欢唱的壮志
豪情、为梦想而拼搏的时
代强音。

本场演出活动由中共

南阳市委宣传部、 南阳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南阳广播电视台、 中共方
城县委宣传部、 方城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河
南福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程支持。 欢迎市民朋友
届时前往观看。 ①2

2018年以来，全市公安经侦部门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347起

为百姓“钱袋子”挽回4.87亿元损失
本报讯（记者 杨青）

5 月 15 日，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市
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向社
会各界通报 2018 年以来
全市打击经济犯罪工作
具体情况。

2018 年以来，全市公
安经侦部门始终把工作
重点放在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和维护经济安
全稳定上，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共受理
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840
起， 立案 1723 起， 破案
1347 起， 挽回经济损失
4.87 亿元， 抓获犯罪嫌疑
人 1887 人，移送起诉 1563
人， 取得了打击经济犯罪
的突出成效。

今年， 全市各级公安
经侦部门将组织开展打
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紧
盯目标任务，加大案件侦
办力度，坚决遏制犯罪增
量，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推
进涉案资产处置进度；打
击网络传销犯罪，加强与
工商部门联动配合，全面
深入排查摸底，对群体性
事件中涉嫌传销犯罪的
挑头滋事人员，坚决依法
严厉处置； 打击金融犯
罪，重点打击涉及非法从
事支付结算业务的网络

平台和非法票据中介等
犯罪， 严厉打击假币犯
罪， 侦办一批从事网络贩
卖、打印制作假币的案件；
打击涉税犯罪， 积极同税
务部门开展宣传教育，广
泛收集涉税犯罪线索，最
大限度挽回国家经济损
失，提升打击效能，坚决维
护税收秩序和税收安全；
开展中心城区房地产领域
整治专项行动， 加大对涉
嫌违法犯罪房地产企业的

打击力度， 对群众反映强
烈、 存在问题突出的房地
产企业立案侦查； 严厉打
击多发性经济犯罪案件，
重点打击合同诈骗、 串通
投标等涉及民生和侵犯企
业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等
犯罪活动， 全力维护市场
经济秩序， 保障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

此外， 市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还针对如何防范花
样翻新的非法集资犯罪等

问题， 向社会各界和广大
群众提出建议：在投资理财
时要选择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的持牌的金融机构，未经
批准的坚决不参与；拒绝可
疑项目， 对于在商场、超
市、街头摆摊设点、拉人投
资等情况， 一定要提高警
惕；抵制高息诱惑，不要相
信天上掉馅饼，保护好“钱
袋子”，一旦发现非法集资，
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依法
维护自身利益。 ①2

百企帮百村

“样样红”树典范
本报讯（记者 王勇）5 月 15 日，宛城区

委、 区政府表彰 2018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南阳样样红红木家具有
限公司被授予“百企帮百村”先进企业。

该公司以多种帮扶形式积极参与“百企
帮百村”行动。 在公益助学的路上，南阳样样
红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一直默默前行。 2017 年
1 月， 该公司向市三中伏牛路校区等 4 所学
校捐赠价值 28 万元的学习、 生活、 体育用
品，设立“南阳样样红慈善基金”；从 2017 年
5 月开始， 该公司对淅川县滔河乡东闹屿小
学 12 名贫困学生进行帮扶；2018 年 12 月，
该公司为荀营小学留守儿童献爱心。 在就业
帮扶方面，该公司根据企业的产业特点和发
展需要， 解决了 40 余名贫困人员的就业问
题，并与扶贫点保持深入对接，确保扶贫工
作组织有序、措施有效、落实到位。 ①2

公告
依据南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商品房合同备案信息注销的规定》{宛房（2012）77 号}之规定，下列商品房

（备案）合同信息符合合同备案信息注销条件，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七个工作日。 如无异议，公告期满后，我处将予
以合同信息注销。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所退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公开销售。

南阳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
2019 年 5 月 14 日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注销名单
南阳市锦寓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宛城区孔明路与北外环路交叉口的淯秀园项目 5# 楼 1 单元 1502 室，

合同号 1901031594 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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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派出所民警在为市民讲解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高超 通讯员 贾耀河 摄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

激活“文化在宛”
本报讯（记者 田园 特约记者 朱振华）

5 月 14日， 南阳大文化研究院组织 15位文化
学者到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实地调研， 对南阳
世界月季大观园的发展建言献策。

大家一致认为，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要
按照“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想象”的思路，进
一步提升文化内涵； 要充分利用园区内的卧
龙书院等场馆，全面展示楚汉文化、四圣文化
等南阳特色文化， 把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打
造成南阳文化的脉根、龙眼、灵魂，让“文化在
宛”真正地动起来、活起来。 ①2

南都晨报教育版
公开招聘

见习实习记者 10 名， 要求：大
专以上学历，有梦想，有工作热情。

实习编辑 2 名，要求:大专以上
学历，有文字功底。

摄影记者 10 名，要求：有一定
的拍照技术，大专以上学历。

多媒体实习记者 10 名， 要求：
会拍摄短视频，大专以上学历。

暑期实习生 20 名，要求：20 岁
以上，能吃苦，有热情，男女不限。

以上岗位， 由专业老师进行培
训。 请携带 3 张照片、学历证明、简
历应聘。

电话：17746960620
17739228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