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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10月19日9时30分在公司

太极体育中心拍卖厅公开拍卖焦作市现代健康体检中心的医
疗仪器、医疗类低值易耗品、空调、办公用品等。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0月18日17时前将保证金缴
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竞买不中者，保证金于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0391）3996565 15903911066
办公地址：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0月12日

古温酒厂古温酒厂

为了振兴豫酒品牌，提高河南古温
酒厂美誉度，让更多人品尝到古温酒厂
的陈年老酒，河南古温酒厂特联合河南
电视台、大河网、焦作日报社和焦作电视
台共同举办焦作市民（包括济源市）免费

品酒和郑州、新乡、焦作（包括济源市）三
地区居民新婚有豪礼活动以及“司马懿
古 温 液 ”四 十 年 臻 品 收 藏 酒 封 坛 活
动。

一、10月9日起焦作地区（包括济源

市）18周岁以上市民凭身份证可免费品
尝“司马懿大将军”（50年窖龄酒125ml）
一瓶（品酒地址见文末）。

二、10月28日起开展2500ml钧瓷装
“司马懿古温液”四十年臻品收藏酒封坛
活动。购买“司马懿古温液”四十年臻品
收藏酒（在酒厂地窖封坛贮存或带回家
贮存均可），收藏满一年，即有惊喜；收藏
年限越久，惊喜越多！详情请关注古温
酒厂微信公众号。

三、10 月 28 日起焦作（包括济源
市）、郑州和新乡三地区（包括所属市县）
的居民举办婚礼，凭新办结婚登记证和
身份证，在婚礼举行前，可免费品尝古温
酒厂“司马懿”30年老酒一坛，也可以把
结婚登记证照片和手机号码发送到古温
酒厂微信公众号“guwenjiuchang（古温酒
厂）”，酒厂审核通过后会将品尝酒免费
送到您的手中。长期有效！

注：凡购买婚宴用酒或单位用酒，在
享受最低价位的基础上另有大礼相送，

并免费送货上门而且保证酒质满意度。
客户对酒质不满意可随时退货。

焦作（包括济源）、郑州和新乡三地
区居民转发此文章到您的微信朋友圈，
可以免费品尝“司马懿大将军”50年窖龄
酒两瓶（10 月 3 号以后转发此消息品酒
的活动与此前转发文章品酒活动不冲
突），10月9日开始，长期有效！

免费品酒地址：
焦作：1.丰收路与孟州路交叉口西

100米路北
咨询电话：18300609777
2.山阳区东苑路（原东二环路）倚新

苑小区第四门面房
咨询电话：18003912221
3.中站区怡光路糖果厂集资楼一楼

3号
咨询电话：13393886969
温县：司马大街中段旺成集团一楼

大厅
咨询电话：(0391)6136999

郑州：郑东新区金水东路80号绿地
新都会2号楼C座707

咨询电话：(0371)55690785
(0371)55234885

注：目前暂时只能在以上地点免费
品酒，新增地点时会及时通知大家。品
酒时请务必携带个人身份证，一人对应
一个身份证，身份证和转发记录是品酒
凭证，请准备好以后前往指定地点品
酒。谢谢您的配合！

企业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温沁
路中段酒厂园区

服务热线：400-659-2268
（0391）6520666
（0391）6523888

焦作营销中心：18300609777
郑州营销中心：（0371）55690785

（0371）55234885
官方网址：www.hngwjc.com

(文图均由古温酒厂提供)

新婚有豪礼 古温酒厂免费品酒
司马懿古温液四十年臻品收藏酒封坛活动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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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玲

“依法保护北山生态环境成为
社会共识，北山生态修复治理和
保护利用效果初步显现，太行山
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改善，过去的
荒山秃岭变成了今天的‘青山绿
水’‘金山银山’！”10 月 10 日至
11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检查《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贯
彻实施情况时，检查组成员由衷
地感慨。

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发和
无序开采，我市北山植被遭破
坏、空气被污染、道路被损坏，
严重影响了山区群众的正常生产

和生活。保护和治理北山生态环
境，成为沿山县 （市） 区近20万
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全市老百
姓的热切期盼。《条例》的颁布实
施，使我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持续化
和精准化轨道。

昨日上午，站在山阳区中星
街道上马村西北部的山坡上，远
远望去，一座座小木屋依山而
建，一个集特色农家、休闲体
验、极限运动、房车营地、徒步
郊野等为一体的山地旅游项目正
在有序建设。这里，原来是一个
占地 60 亩的废弃石料厂。去年，
山阳区对该厂的 6 条生产线和大
棚进行拆除，整理后种植了40多
亩连翘。“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我市第一个利用废弃采石场改造
而成的旅游景点。它将北山关停
矿山的修复治理与开发利用结合
起来，实行区、街道集体投入和
吸引社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引
领当地村民奔富路，让当地百姓
享受改革红利，为我市废弃采石
场综合治理、提高经济效益积累
了经验。”市北山办有关负责人
说。

走进沁阳市山王庄镇盆窑村
的北部山区，曾经尘土飞扬、乌
烟瘴气的 6 座小高炉不见了踪
影，平整一新的土地上，新栽植
的一排排核桃树迎风摇曳。记者
了解到，去年 6 月，沁阳市对该
区域的 6 座小高炉进行取缔，平
整土地45亩。今年年初以来，本

着“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绿
则绿”的原则，沁阳市在该区域
种植核桃树4000余棵。沁阳市西
万镇红炼矿区土地整治项目运用
边坡工程、土地平整、种植生态
林等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
境，种植果树4万余株。

去年 6 月以来，我市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打响了北部山
区生态建设攻坚战，尤其是随着

《条例》的颁布实施，市委、市政
府紧紧抓住植树绿化黄金季节，
组织各县 （市） 区针对非法开采
点、加工点和到期非煤矿山等地
质环境破坏严重的区域，按照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绿则
绿”的原则，一点一策，制订修
复治理方案，大力开展北山生态

环境修复工作。截至目前，我市
累计投入资金 5 亿多元，完成修
复治理面积 3.6 万亩，新增林地
9313亩，新增耕地5178亩，植树
81.4 万棵，修建道路 73.2 公里，
转为其他建设用地839.47亩。

目前，北山治理任务已转向
对废弃矿山的修复利用和对宜林
山地的植树复绿工作。位于中站
区的武钢粘土矿废弃矿山、博爱
县焦枝铁路月山编组站北侧废弃
矿山等，一个个正在变成集休
闲、郊游、健身、娱乐、科普为
一体的多层次、多功能矿山郊野
公园。北山昔日惨遭破坏的生态
环境逐步得到修复和利用，一个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正
在变成现实。

北山变了模样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近日，违
法行为人刘某因私自购买、储存、销
售烟花爆竹被中站警方行政拘留 7
日。

10 月 7 日 17 时许，市公安局中
站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在辖区开
展治安隐患排查时，发现某门市部有
违规储存、无证销售烟花爆竹的行
为。民警遂对该门市部进行检查，在
其仓库的隐蔽角落发现鞭炮6箱、烟
花4桶。随后，这些烟花爆竹被民警
依法查扣。

民警经讯问得知，今年入秋以
来，由于农村办理红白事的较多，加
上元旦、春节日益临近，刘某自认发
现“商机”，便私自购买、储存、销
售烟花爆竹以谋取私利，谁知刚销售
就被民警发现并依法查扣。违法行为
人刘某对其私自购买、储存、销售烟
花爆竹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
项之规定，中站派出所对违法行为人
刘某处以7日行政拘留处罚。

私售烟花爆竹
被行政拘留

本报记者 邓 帆

“穿上这身法官制服，就要
为民办事、公正办事，我要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自己的热
心、细心、耐心，为反邪教事
业、为社会健康和谐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一庭助理审判员张雪娇这样
说。

2013 年 4 月，张雪娇到市
中级法院工作。她说：“我学的
就是法律专业，我想用我的所
长，帮助被邪教蒙骗的群众。”
工作以来，张雪娇认真贯彻执
行党的政策法规和市中级法院
党组的决议，在日常工作中自
觉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始终保
持党员在反邪教斗争中的先进
性，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她
还十分重视知识的更新，充分
利用业余时间和岗位锻炼的机

会，自觉坚持对时事政治、反
邪教法律法规的学习，对相关
法律知识进行钻研，努力提高
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
质。

作为一名助理审判员，张
雪娇深知打击犯罪、惩恶扬
善、维护社会稳定、实行公平
正义是自己的神圣使命。从事
刑事审判工作以来，张雪娇总
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年
都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院里
交办的各项审判任务。2015 年
以来，个别“法轮功”人员以
邮寄含有“法轮功”邪教宣传
内容信件的方式，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为依法严惩“法轮
功”邪教人员犯罪行为，张雪
娇始终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的审判原则，不仅依法严格审
理“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案
件，还主动做好“法轮功”等
邪教人员的感化教育工作，为

打击邪教组织作出了自己的努
力，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在办理邪教刑事案件中，
张雪娇始终坚持依法惩处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
实施的犯罪行为。工作中，她
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保证案件
质量，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
关和法律适用关；二是坚持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宽则
宽、该严则严，对在共同犯罪
中社会危害性大、作用重要的
被告人严厉打击，对从犯或具
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予
以从轻、减轻处罚；三是在对
被告人判处主刑的同时，依法

适用罚金刑，坚决铲除其再犯
罪的经济土壤。

因工作出色，张雪娇先后
荣获全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全市法院执行攻坚第一战役打
击拒执罪先进个人、全市政法
系统“优化法治环境、护航经
济发展”专项活动先进个人等
称号。

面 对 当 前 反 邪 教 工 作 形
势，张雪娇表示：“今后，我会
更加努力，履职担当，严格执
法，耐心教育，让人民群众认
清邪教的本质和危害，增强其
抵制邪教的能力，铲除邪教滋
生和蔓延的土壤，为社会环境
的和谐稳定增光添彩。”

履职担当惩邪恶
——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助理审判员张雪娇

记者昨日从市人才交流
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于明
日上午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
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均
可免费参加。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将
有 100 余家单位参加，提供
就业岗位1100多个，涉及食
品、餐饮、服务类、市场营
销、酒店等多个行业。想找

工作的各类求职者别忘了去
看看。

另外，市人才交流中心
还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免费求
职登记、免费推荐工作等服
务。求职者可登录天纵英才
网 （www.tzycw.com.cn） 或
通过微信关注“焦作人才”
（微信号：JZRC0391） 了解
更多招聘信息。 许明霞

明日有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1100多个

昨日，记者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
年的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10月21日、22日进行。

据了解，今年的造价工
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建
设工程造价管理、建设工程
计价、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和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符合相关免试条件的考生，
可免试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两个科

目，只参加建设工程计价、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两个
科目的考试。

考生可于10月13日起登
录中国人事考试网自行打印
准考证。考生应考时，须携
带身份证、准考证、黑色墨
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
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考生可登录河南人事考试网
（http//www.hnrsks.gov.cn）
了解其他详细情况。许明霞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21日至22日进行

本报讯（记者杜玲） 9 月
29日，从河南省首届“豫创天
下”创业大赛决赛现场传来喜
讯，我市博爱县“老沙家牛肉丸”
喜获河南省“豫创天下”创业大
赛创意组决赛二等奖。令人惊
喜的是，“老沙家牛肉丸”店不仅
获得1万元奖金，而且大赛结束
后，风投机构直接向该店投资
80万元用于企业发展。

据了解，“豫创天下”创业
大赛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联合省妇联、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主办。大赛自今年
4 月份启动以来，全省共有
1000 多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
并在各地相继举行了初赛。在
9月29日至30日的决赛中，创

意组和企业组各有10名选手参
赛，通过演讲展示、专家评审
团打分、观众投票等，每组产
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优秀奖4名。其中，
企业组奖金分别为一等奖10万
元、二等奖5万元、三等奖2万
元、优秀奖 1 万元；创意组奖
金分别为一等奖 2 万元、二等
奖1 万元、三等奖 5000 元、优
秀奖3000元。

另外，对大赛中涌现出来
的优秀项目，我省大众创业导
师团队将为其提供1年至2年的
免费创业咨询服务和指导，邮
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还将开辟融
资“绿色通道”，优先给予融资
支持。

河南省首届“豫创天下”创业大赛落幕

博爱县“老沙家牛肉丸”
获创意组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