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开党组扩大会
学习“十四检”会议精神

本报讯 8 月 22 日下午，鲁山县检察院检
察长渠清师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第十四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精神。

渠清师首先传达了省委政法委书记吴天
君、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等主要领导在第十四
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
表示，第十四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是做好新形
势下检察机关工作的行动指南，明确了“十三
五”时期全省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要求、
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为我们当前及今后一段
时期的工作开展明确了方向。渠清师强调，全
体干警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学习贯彻会议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
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紧紧围绕“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履职尽责，深
入思考谋划和推进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

渠清师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四点要
求：一是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准确把握会议精
神。院党组和各部门要精心安排、认真部署，全
体干警要原原本本学习会议精神和省委政法
委、省检察院领导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努
力在领会精神实质上凝聚共识，在把握实质中
明确方向，在深化认识上找准着力点，深化认
识、提升能力、推动工作。二是认真履职尽责，
进一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部门要紧紧围绕
县委县政府重大工作部署，认真履行检察职能，
全力服务保障“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为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努力在服务和保
障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
中展示新作为、作出新贡献。三是认真创先争
优，进一步抓好检察业务。各部门要认真对照
年度检察重点工作安排，及时查漏补缺、改进薄
弱环节、抓好巩固提高，全面加强各项检察业务
工作。始终保持良好精神状态，进一步坚定信
心、树立雄心，按照查找差距、补齐短板、增强后
劲的作风，齐心协力、再接再厉，以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更扎实的作风，推动全院检察工作
稳健发展。四是认真把握新要求，进一步推动
检察改革。全院上下要统一思想、正确认识，以
改革为契机，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政治
立场坚定，业务能力一流，综合素质优秀的检察
队伍，为推进全院检察改革做好准备。

（冯国凯）

防控腐败风险
打造廉洁军营

本报讯 近日，驻鲁空军礼堂里座无虚
席，300 多名部队领导及官兵正在聚精会神

地聆听鲁山县检察院检察长渠清师的授
课。

据了解，近年来，鲁山县检察院高度重视
法治宣传和教育，积极开展送法“五进”活动，
更是将军营作为法治教育宣传的重要阵地。
此次，渠清师以“防控腐败风险，打造廉洁军
营”为题为军队作廉政警示教育讲座，进一步
提高了部队官兵的法律意识，帮助广大官兵
上紧法治弦，在炎炎夏日为官兵送去“廉政清
风”。

授课中，渠清师以案说法，以甲午中日战
争的惨痛教训为切入点，从商鞅变法、陆贽拒
贿等典故讲起，到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周永康、
徐才厚等人的腐败案件，古今对比、深入浅
出、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产
生腐败的原因、腐败的危害以及怎样预防腐
败等四大问题，讲解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
系列的反腐败举措和坚强反腐决心，警醒部
队官兵廉洁自律要从点滴做起，谨小慎微，防
微杜渐。

渠清师还结合近年来发生在军队的特大
职务犯罪案件，深刻分析了军人职务犯罪的
特点和原因，提出军人应当如何预防职务犯
罪。

“渠检的讲座深入浅出，内涵深远，内容
与我们息息相关，听后真是受益匪浅，今后我
们要以廉政楷模为榜样，以违法犯罪案例为
警示，增强法律意识，远离职务犯罪，忠于职
守，加强学习，依法正确履行军人职责，做一
名清正廉洁的军人！”驻鲁空军部队教导员感
慨地说。 （宋宛蓉）

推出专场文艺演出
为群众送去清凉

本报讯 日前 ，鲁山县文化广场上灯光闪
烁、热闹非凡，2016年“康乐鲁山·文明鹰城·
欢乐中原”广场文化活动之“检察情系中国
梦 鲁山明天更美好”鲁山县人民检察院专场
晚会在此举办。鲁山县委 10 余名县领导及
近千名群众现场观看演出。

随着倒计时归零，礼花散落，演员身着
喜庆的服装登上舞台，别开生面的舞蹈《中
国梦》以浩荡声势拉开了晚会的帷幕。男
生独唱《心在诉说》、舞蹈《黄河儿女》表达
了该院干警把青春交给人民的检察事业，
把最美的年华全部献给检察事业的无怨无
悔。该院选送的小合唱《我是人民检察
官》、音乐快板《说爸爸》赢得了观众的热烈
掌声，增进了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了解。情
景剧《时间都去哪儿了》感人至深，将晚会
推向高潮。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豫剧青年表演艺术
家张海龙、梦娇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唱段《吃
亏歌》、《沁园春·雪》唱出了河南豫剧的神
韵，迎来观众的阵阵欢呼声、掌声。由该院
干警宋宛蓉为大家倾情演唱的歌曲《铿锵玫
瑰》展现了检察干警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唱出了众多女检察官的别样风
采。晚会在优美的歌伴舞《明天会更好》中
落下了帷幕。

此次检察院专场文艺晚会,既为群众奉
献了一顿丰富的“文艺大餐”,也是检察机关
进行法治教育和法治宣传的有力平台，深受
广大群众好评。 （匡长帅 冯国凯）

严守党规党纪
争做合格党员

本报讯 8 月 24 日，鲁山县检察院党组召
开了“严守党规党纪、做忠诚干净担当合格党
员”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该院检察长渠
清师主持。

渠清师首先代表院党组作了对照检查报
告，认真剖析鲁山检察院党组在遵守党规党
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随后其对照检查自己
在遵守党规党纪，强化党的意识、落实“两个
责任”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剖析问题产生原
因，并提出整改落实措施。党组其他同志逐
一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剖析了自身
在学习、工作、纪律、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

最后，渠清师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强化理
论学习，加强道德修养。要求全体党员干警
要提高理论水平，加强道德修养，深入学习党
规党章。真正把规矩纪律内化于心、外践于
行，把讲纪律、守规矩、严制度变成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二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到对党忠诚。领
导班子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廉洁自律，坚守底
线，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全院上下要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精
神，要有埋头苦干、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把
敬业当成一种习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做
好本职工作。

三要强化队伍管理，积极应对改革。全
省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全面铺开，院党组要切
实加强检察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干警的大
局意识、规矩意识和责任意识，班子成员要
亲自抓、亲自问、亲自管，把队伍建设与检察
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对照“四讲四有”标准，
把队伍带好，真正做到零容忍、全覆盖、无缝
隙。

（冯国凯 潘燕燕）

举办心理讲座
为检察干警减压

本报讯 为缓解新形势下检察干警的工
作、生活压力，提高广大干警的心理素质和
适应能力，近日，鲁山县检察院邀请平顶山
学院心理学教授闫江涛为该院干警作了题
为《基层干部的心理素质及心理调适》的专
题讲座。

闫江涛结合自己多年的心理健康咨询工
作经历，以什么是基层干部的心理素质、基层
干部心理素质的内涵及心理的自我调适三个
内容出发，从心理学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
如何构建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家庭教育中
父母自我心理健康调适等方面的知识。诙谐
幽默而又充满人生智慧的语言为干警们讲授
了如何正确调节工作中产生的心理焦虑、对
工作厌倦、对待遇不满等心理问题，促使检察
干警掌握自我调节心理的正确方法，缓解精
神压力，树立正确的幸福观，经营好工作和家
庭，在工作中找到快乐。

鲁山县检察院历来高度重视检察干警心
理的健康，积极为干警创造宽松的工作、学
习、生活环境，把关心干警的心理健康问题作
为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让干警自我减
压，快乐工作。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内容丰富，
针对性强，干警们受益匪浅。

（冯国凯朱垌州）

为了深入推进检务公开，更好地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日前，鹤壁市山
城区检察院举行了2016年上半年“检
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媒体
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检察机
关，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代表们依
次参观了该院控申接待大厅、案件管
理大厅和办案工作区，随后听取了该
院今年1至7月份工作情况介绍，并进
行了座谈。郝广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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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检察院全力服务保障发展大局

●安阳澳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6165903-7，声明作废。

●王西红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19580908121642，声明作废。

●姚彦卫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820120103944，声明作废。

●泌阳县康泰工贸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代码：

59762291-X，声明作废。

●河南广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2-3）遗失，注册号：

410692000018578，声明作废。

●林州市姚村供销合作社油库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5816780715230，声明作废。

●开封县富森建筑工程施工队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410224397543758，声明作废。

●商丘市兴达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914

11425MA3X4LDE9Y，声明作废。

●虞城县喜客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914

1142579321426XL，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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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河南唯诚计算机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51
00011229)，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10105770896173），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7
089617-3）均丢失，声明作废。
●冉隆明遗失个体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12225197002
241871，声明作废。

●新蔡县一笑快餐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证号JY24

117290007005，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14日出生的王

梓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73394，声明作废。

●2014年3月5日出生的郑嘉

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262756，声明作废。

●2010年5月23日出生的李

世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166233，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21日出生的王

艺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2866，声明作废。

●2012年2月19日出生的李

福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392618，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2日出生的黄

梓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14067，声明作废。

●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6年5月10日第12版

刊登的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于晓

泼现更正为于晓波，特此声明。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河南亚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县怡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宏炜锌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台前县翼龙三农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0927337108586，声明作废。

●兰考县中兰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25000024119，声明作废。

●兰考县中兰建材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占勇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1119940914601143，声明作废。

●兰考龙成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兰

考县城区黄河路西侧西的房产证

遗失，证号：50354，声明作废。

●河南省路行水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台前县银信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武陟县大原农机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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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东原苗圃专业合作社经成员

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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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16日出生的刘

嘉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13447，声明作废。

●2012年5月9日出生的姜沐

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780979，声明作废。

●2010年7月30日出生的宋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20616，声明作废。

●2013年7月23日出生的王

若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65061，声明作废。

●郑平心残疾人证丢失，证号：

412727194902078013，声 明

作废。

●2013年12月7日出生的路

艾米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1389362，声明作废。

●2013年1月1日出生的刘若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02022，声明作废。

●2016年7月20日出生的解

付子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0680688，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