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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革命历史

重温红色记忆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近日，唐河县人民

法院组织党员干部来到唐河县博物馆和唐河
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革命教育基地，重温
红色记忆。

在唐河县博物馆， 干警们全面了解学习
唐河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感受唐河地区丰
富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随后， 干警们来到唐河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在馆内通过文字记载、图片说明以及视频
资料详细了解了红色革命历史，回顾革命先烈
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壮烈斗争场面，为革命
先烈不畏牺牲、不惧困难的舍生精神所打动。

活动结束后干警们纷纷表示， 作为一名
法院干警，要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继承革
命先烈的遗志，通过司法为民、能动司法的
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法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⑥3

俩人从湖北襄阳购得毒品，再开车到南阳贩卖

刚下高速就被蹲守民警当场抓获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 近日，市
公安局梅溪分局民警在辖
区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
走访活动中， 得知有人吸
食冰毒，后通过大量工作，
在翟庄高速收费站将两名
跨省贩毒逃犯抓获归案。

日前， 民警了解到某
小区的租户张某有疑似吸
毒的违犯犯罪线索， 立即
跟进摸排。 6 月 17 日，民

警在张某的租住屋内将其
抓获，经尿检呈阳性。

通过深挖，民警了解
到近日将有人携带毒品
进入我市。 获得线索后，
禁毒民警立即组织警力
顺线追踪， 得知 6 月 22
日下午将有毒贩自湖北
经翟庄高速收费站进入
我市的可靠消息。

6 月 22 日 14 时许，
民警在翟庄收费站蹲守布

控，为确保抓捕成功，禁毒
民警身着交警制服在卡口
布控， 另一方面在收费站
周边安排便衣民警接应。
约 18 时许，嫌疑车辆（出
租车）进入民警视线，利用
卡口停车缴费时， 民警佯
装查车， 果断将车中的两
名嫌疑人控制。

通过对嫌疑人和嫌疑
车辆的盘查， 民警在出租
车的后左侧门的储物处发

现了一盒香烟， 香烟盒内
用密封袋装着疑似冰毒的
结晶体。

通过询问， 两名犯罪
嫌疑人李某和司某供述，
其在湖北襄阳以 3000 元
的价格购得冰毒后准备到
南阳贩卖。

目前， 梅溪分局依法
将该 2 人处以刑事拘留，
收缴毒品 4.35 克，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过程中。⑥3

6 月 23 日下午，方城
县人民法院博望法庭庭长
史永均来到该县广阳一
中，开展“法治与安全”教
育进校园专题讲座，为
3000 多名学生进行了有
关校园安全的普法宣传 ,
深受师生的好评。 ⑥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摄

走进校园
普法宣传

本报讯 （记者 王朝
荣 通讯员 赵 倩 曹 聚
改）明知违法，仍铤而走
险将收款二维码提供给
诈骗团伙赚取提成。 6 月
19 日，宛城区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这起涉嫌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案。 记者
了解到，3 名被告中最大
的 36 岁， 最小的 21 岁，
他们本该有大好前程，却
因“小聪明”换来了数年

的铁窗生涯。
去年 4 月， 王某、梁

某、葛某伙同李某 (另案
处理 )等人合谋收购在河
南省伊川县农商银行开
户的他人“金燕 e 服”秒
到账收款二维码 (以下简
称收款二维码 )， 供他人
电信诈骗犯罪收转款使
用。 王某、葛某、梁某、李
某按照提供的收款码收
取赃款的数额层级递减

获得提成。
经查，王某获取提成

32000 元， 梁某获取提成
4440 元， 葛某获取提成
5619.56 元， 李某获取提
成 4280 元。 案发后，王
某、梁某、葛某退缴违法
所得 2000 元 、1500 元 、
6120 元，共计 9620 元。

法院审理认为 ，王
某、梁某、葛某明知是犯
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且系共同犯罪。 王某、葛
某当庭认罪、自愿缴纳违
法所得， 梁某当庭认罪、
自愿缴纳罚金及违法所
得， 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遂依判处被告人王某、梁
某、 葛某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4 年 6 个月、4
年并处罚金 80000 元 、
60000 元、50000 元。 ⑥3

三人明知违法，仍铤而走险向诈骗团伙提供收款二维码赚取提成

年纪轻轻 却换来数年铁窗生涯

拒绝支付赡养费

析法明理促执行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程童雨

吕志侠）“父母生你养你， 一辈子都在为你们
遮风挡雨，现在他们老了，渴望安享晚年，赡
养费你弟弟早就做到了， 你还需要我们强制
执行，别人怎么看你，你不感到羞愧吗？ ”近
日， 在新野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耐心释法析
理下，终于为 67 岁的申请人要来赡养费。

冯某夫妇共生育两个儿子， 随着年事渐
高患病在身，无力维持生活。 为了冯某的赡养
问题， 两个儿子协商未果， 冯某因此诉至法
院。 在诉讼过程中，次子支付了赡养费，法院
最终判决长子支付冯某 1800 元赡养费。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认为本
案系家庭纠纷，应做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
让其从心底里认同赡养义务才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 对此，执行干警耐心向被执行人释法析
理，被执行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支
付了赡养费。 ⑥3

塑料颗粒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公示
南阳市德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塑料颗粒加工项目位

于南召县南河店镇胡垛村。 主要建设厂房、办公楼等，总
用地面积 6000平方米，年加工塑料颗粒 6000吨。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https://pan.
baidu.com/s/17ncCTHeFX06YPIGGy2xmPg 提取码：3i7o

同时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索取和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版或提出意见。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项目所在地周边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公众、专家

和有关部门。 主要事项为回答对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
施是否满意，对拟建项目的建设还有哪些要求与看法。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
①拨打联系电话；②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

③填写公众意见表等。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阳市德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15038796779
评价单位：黄冈翱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3782040874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

司、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意见。

南阳市德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0年 7 月 15 日上

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位于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梁营村，内乡县盛群伏牛白山羊
良种繁育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备（详见评估报告）。 现状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实地
查验标的，并咨询详情。 于 7月 14日 16时前向本公司指
定的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 20万元（若不成交，保证金三日
内全额无息退还）， 并持有效证件及相应复印件联系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展
示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8903778369、
18603777295。 网址：www.gypm123.com。 微信公众号：公源
拍卖。 咨询地址： 郑州市区黄河路 88号毕加索时尚酒店
527室。南阳市孔明路武警小区物业二楼公司南阳项目部。

河南公源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