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偃师市检察院不断加强检
务公开工作机制建设，以新媒体应用为
平台，积极探索新信息化条件下检务公
开的途径和方式。

一是建成门户网站。该院门户网
站设有偃师市检察院概况、检务公开、
工作动态、宣传调研、检察文化、举报平
台、专项活动、先进模范等板块，通过门户
网站及时公开该院相关工作情况。在首
页可点击查看生效判决起诉书、职务犯罪
案件查办等情况，在检务公开板块链接了
高检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可同步查询。
该院及时公开相关案件信息，实现了从过
程到结果的全面公开，切实提升了检察机
关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能力。

二是完善微博、微信功能。对新
浪微博和腾讯微博进行了官方认证，
定期更新发布该院相关信息；新注册了
该院官方微信，设置了相应查询功能。
同时，偃师市检察院微博、微信与门户网
站互联互通，可以互相点击查看。目前
已累计发布信息 2612 条，粉丝数量达
3000 余人。基本上形成了以门户网站
为根据地、以官方微博为桥头堡、以微信
为新据点的“三位一体”信息发布格局。

三是探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
时将检务公开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和新
闻媒体公布，让群众及时监督，同时争
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目前该院已先
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6次，较好地实现了
检察工作与群众监督的互动。

（刘峰晓）

本报讯 近年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
院为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检察事业科学
发展，先后投资80余万元，购置了计算机
应用服务器、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视
频会议设备等科技装备，组建局域网络，
完成了与检察系统广域网联网建设,实现
了办公办案和行政公文、法律文书的网
络流转；建立了信息发布系统，融合了信
息发布宣传，学习园地平台、法律法规平
台、公告通知等栏目。伴随着机要通道
系统、检察统计系统、电子邮件系统等多
种应用系统的全面推广应用，已经建成
检察办公办案网络体系，实现了无纸化
办公办案，提高了检察工作效能。

一是结合实际，建立信息发布系统，
充分宣传检察工作情况。该院及时更新发
布新闻及本院信息，让干警及时了解国内
外新闻信息，同时宣传好本院业务建设，
队伍建设、检察事业发展状况，体现了信
息发布系统较好地宣传该院检察工作开
展情况，实现检察宣传的无纸化。二是全
面推进办公自动化进程，实现办公无纸
化。三是对内收发实现无纸化。该院对
内的公文流转，通过政务网上的公文交换
传输系统和纸质报送同时进行发文办理，
启用协同办公系统全面实现本单位公文
流转的收发文，全面实现办公流转的无纸
化，进一步提高了办公办案效率，促进信
息交流的及时性。 （刘玉）

为确保广大师生饮食安全，确山县公
安局深入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检查活动，对
辖区的学校食堂进行了全面监督检查。图
为该局民警在某学校食堂检查食材。

马红宇摄影报道

为消除学生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学
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广大师生出行
安全，确山县公安局三里河派出所民警走
访学校校车驾驶人，开展校车定期检查行
动。图为该所民警向校车驾驶人发放校车
安全宣传单。 马红宇摄影报道

注销公告

本报讯 阳光检务，是依法将与检察职权相
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活动和事
项，全面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自觉接受
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的一项检察制度。
濮阳市经开区检察室始终坚持阳光检务、公正
执法，通过狠抓规范执法、办案效率和质量，切
实提升执法公信力。

“阳光制度”——全面落实和深化检务公
开。该检察室深入到益民社区、远大社区等开展
检察进社区活动，并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传递手
段，不断丰富电子“检务公开”、网络“检务公开”
等，方便社会各界和公众查询、监督，增强“检务
公开”的效果，塑造“阳光检察”的公信形象

“阳光执法”——不断推进执法的透明工作

机制。自觉加强内部监督、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及时公开改进结果。

“阳光队伍”——加强干警“八小时”内外管
理。一方面，注重引导，丰富干警业余生活。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引导干警把用于社交娱乐活
动的时间用到业余学习上来；引导干警参加丰
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干警开展社会实
践和义务活动，特别是志愿者服务活动，丰富社
会知识，陶冶情操。将监管的触角伸进干警生
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监督管理的多角度、全
方位。另一方面，运用党支部会、部门会议等多
种形式，让干警及时汇报自己“八小时外”的社
交、生活和娱乐情况，对干警八小时之外的情况
进行适时有效地监督。 （刘淑利）

园艺场耕地上“长”出学校
群众举报不断 举报材料如同在“旅游”

充分利用新媒体
创新检务公开途径

三项措施 推进阳光检务

无纸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

本报讯 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上档升
级，关键是要有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
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队
伍。近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反渎职
侵权局开展岗位练兵专项活动，三招打
造反渎工作新局面。

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该
院集中全局干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增强党性、
严守纪律、廉洁从检”的专题教育活动，要
求大家在日常工作中要始终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执法为民，永葆忠于党、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加强岗位练兵，提高业务素质。针
对当前反渎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执法办
案难度不断加大的形势，该院要求干警
要强化“信息引导侦查”意识，切实把信
息化转化为侦查力。

加 强 作 风 建 设 ，提 高 自 身“ 免 疫
力”。该院引导干警深刻认识检察工作
的权力风险、执法风险、职业风险，使他
们认识到检察机关不是“世外桃源”，检
察院不是“保险箱”，检察官不是“护身
符”。打铁还需自身硬，随着反腐斗争的
深入，群众对检察官的要求更高、监督更
严。所以，该院要求广大干警强化自身
监督，在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设置“隔离
墙”、通上“高压线”，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正风肃纪，使作风建设落地生根成
为新常态。 （刘玉祥）

三招打造反渎工作新局面

“周口新星学校擅自与周口市川汇区园艺场签
订所谓的租地协议，置国家土地法规于不顾，在园
艺场耕地上大肆建设教学楼，侵占土地达100余亩，
严重损害了周口市川汇区园艺场职工的利益。”近
日，周口市川汇区多名群众致电致函向本报，反映
周口新星学校擅自占用耕地建设校园，但相关部门
迟迟未进行有效处理一事。

86 岁老中医陈锦云教授，祖居川南，世
代行医，毕生精力研制陈氏——透骨去痛
贴，专治颈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该药
是他偶然从治疗血栓疾病受到启发研发而
成的，把椎间盘突出物当作骨血栓来对待，
别人用药活血化淤，他采用破血清淤，中医反
治，立竿见影，很多患者只需72小时腿疼麻木
就能减轻，原来躺在床上不能动的，一周就能
翻身下床，一个疗程，基本恢复行走能力。更
有很多严重做过手术的患者用后立竿见影，效
果出奇的好，完全出乎自己的想象。

刘先生2004年患腰4至5椎间盘突出、骨质
增生，腰腿疼痛麻木，行走十步就要停下休息……
痛苦之中，女儿买了透骨去痛贴，次日麻木之处就
有痛感，一周能走五六里路，3个疗程完全康复，至
今没复发。

透骨去痛贴不能包除百病，专门针对久
治不愈的颈腰椎间盘突出、椎体滑脱、椎管
狭窄、骨质增生等顽症，凡颈腰椎病疼痛、酸
胀麻木、脚踩棉花、走路踉跄、穿衣拿筷费劲
者，头晕呕吐头痛者及腰突不能正常行走者，
卧床不起、医生建议手术者，使用此方物超所

值，无需吃药打针做手术，轻轻松松去除多年
老骨病，恢复正常生活，愈后不易复发。特别
是使用其他产品效果不佳、久治不愈及术后
复发的老顽固性患者，还有很多患者花万元
治疗此病不如我千元之疗效。

良心产品，用疗效说话，专方治专病，无需
加热，干净卫生抗过敏。一个疗程20天8至15
盒。市内送货，外地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骨病专线：0371-55020264
指定经销：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 200

米路北（东大街大药房）

“86岁老中医” 速治“颈、腰椎病”
专药专治 消除疼痛、麻木 72小时显奇效 “圣诞、元旦”狂欢抢购：买6送3，10送6，20送15 良心产品 无效退款退药

●郑州市卓康经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10010002895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由秦岭、李保军、杨献召、樊保康组成，秦

岭为清算组负责人，请各债权人于2014

年12月25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宇航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豫E82603不慎遗失车牌；豫
EM1330 豫E82578不慎遗失车
辆登记证书；以上车辆均为蓝牌，
特此声明。
●豫E36652不慎遗失车牌；豫
E82787豫E82785不慎遗失车辆
登记证书，以上车辆均为黄牌，特
此明作。
●郑州远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永乐中州店购物发票和提货
单丢失，发票号码：12315128，提货
单号：75632001，声明作废。
●王风芹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16
2719310905642411，声明作废。
●周文霞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219560826572711，声明作废。
●劳晶晶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719881228074243，声明作废。
●王峰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132
219820214033443，声明作废。
●刘香荣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61006344152，声明作废。
●梁志英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219591005342652，声明作废。
●张明荣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60628292443，声明作废。
●郭巧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2
219421215494671，声明作废。
●王胜国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219610614101643，声明作废。
●王本立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7196209268117，声明作废。
●欧立印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4198902216438，声明作废。
●朱守仁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719641228573X42，声明作废。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扶沟
二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1621300010105，声明作废。
●泌阳县东环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遗失，注册号：
411726000006778，声明作废。
●泌阳县中环石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遗失，注册号：
411726100002208，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 虞城县华民棉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遗失，注册号：411425000024568，声
明作废。
●淮阳森工实木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1626000010551，
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北
段周口市川汇区园艺场东部、神农路
西段南侧的周口新星学校门口，记者
看到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操场
等设施一应俱全。

但是，学校的介绍资料显示，周
口新星学校是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集幼儿、小学、初中于一体的全日制
寄宿式学校，位于八一路北段，川汇
区生态园东侧，占地百十余亩。

在学校门口，给记者带路的群众
拨通了周口市川汇区国土资源局执
法监察大队鲁队长的电话，讯问周口
新星学校违法占地案件的办理情况。

鲁队长在电话里说：“你们是从
2008年4月开始反映周口新星学校
非法占用园艺场土地建校的，据我们
调查，该校共占用土地75.22亩，其中
耕地45.55亩，园地22.36亩，居民建

设 用 地 316 平 方 米 ，工 矿 用 地
11.8905亩，毁坏硬化耕地31亩。我
们已经向周口新星学校下达了处罚
决定书，可该校置之不理。随后，我
们又向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认为我们不具备执法
资格，没有受理案件。我们又向周口
市公安局二分局移交了该案，对于案
件的处理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他们还
没有回复。所以，具体情况你们得询
问周口市二分局。”

听到这些，反映问题的群众说：
“案件从 2008 年到现在已数年，举
报材料就像在‘旅游’一样，从一个
部门被转到另一个部门，而违法事
实依然存在，我们都不知道该向谁
反映问题了！我们很想问一下到
底是谁让园艺场的耕地上‘长出’
了学校？” （记者 翟国明）

证实：学校已成规模而没有相关的用地手续

群众反映：举报声中园艺场耕地上“长出”了学校

据张某等群众反映，周口市川汇区园艺场是隶属于
周口市川汇区农林局的国有事业单位，现有工人 600多
人，自 1958年建场以来一直从事果树园艺种植。现今，
园艺场的土地性质依然是国有可耕地。

张某等人还说，周口新星学校自 2008 年以来，以每
亩每年1000元、1500元不等的价格先后租用周口市川汇
区园艺场土地建设了办公室、教学楼、宿舍等多栋建筑。
目前，该校因为建校非法占用的土地已达上百亩。

张某说，从 2008年 4月开始他们就针对新星学校非
法占地建校一事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然而，这种违法行
为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学校规模在举报声中不断壮
大，“这就好像是在嘲弄我们举报人和执法部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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