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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职能 服务大局 南阳检察机关在行动
实行签到签退“严考勤”。该院推行上下
班打卡+纸质“双签”考勤制度，即每天两次上
班签到，下班签退，由带班领导每日登记和统
本报讯 为促使广大干警养成求真务
计，超过签到时间到岗，不予补签，按迟到处
实、真抓实干、履职尽责、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理；因公外出人员要填写外出公务单，逐级上
风，更好地服务群众，近日，西峡县检察院组
报具有审批权限的科室负责人、主管领导、检
织开展“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专项整治
察长审批并报政治处备案；因病、因事请假履
活动。
行同样审批和备案程序。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该院制订了西峡
建立监督机制“严抽查”。该院由监察科
县检察院关于开展“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牵头成立作风纪律督查小组，建立日常监督
办”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建立以各内设
抽查机制，不定期对干警在岗状态、履行职
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主题实践活动领
责、作风纪律进行监督检查，根据签到签退和
导小组，安排部署专项整治活动。该小组主
抽查情况，实行每日汇总、实名通报，并列入
要任务是坚决纠正全院干警对待群众来访
年度评优评先内容进行激励。
服务态度生硬与推诿扯皮现象，坚决整治执
遵守工作制度“严落实”。该院制定了
法办案过程汇总的作风粗暴、滥用职权和效 《平时考核具体实施办法》，对全院干警实施
率低下的行为，坚决查处“吃、拿、卡、要、占” 分类管理，将干警的德、能、勤、绩、廉量化到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坚决抵制上下班迟
每周，进行“周记实”
“月评价”
“季评定”，并由
到早退、旷工或擅自脱岗，工作时间睡觉、进
主管领导把关签字，按季度对干警进行评定；
餐、串岗、娱乐或做其他与履行职责无关的
重点解决干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工
事项等。
作不积极，出工不出力，工作不实、工作不专、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为期两个月，分为动
作风不廉等问题。
（宋德明 陈磊）
员部署，自查自纠、监督检查，推动整改、建
镇平县检察院
章立制，巩固提高、社会评价、群众评议四个
开展办案安全防范工作专项检查
阶段进行；紧紧围绕专项整治的主要任务深
入开展自查自纠，并对查找出来的问题和存
本报讯 11 月 13 日，镇平县检察院技术部
在的“四风”问题，切实加以整改，突出解决
门联系法警队开展办案安全防范工作专项检
特权思想、霸道作风、利益驱动办案、违规处
查，自查自纠办案安全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
理涉案款物以及不作为或乱作为等问题，从
节和问题。
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监督措施，建立健全长
该院自查干警对办案工作区开展了全面
效工作机制，将整改落实和检查验收情况纳
无缝隙检查，从办案工作区环境、同步录音设
入年终绩效考核范围，确保专项整治各项任
施、安全门、警务室建设等硬件入手，通过对
务落到实处。
（马志全 张宇）
照上级检察机关的办案安全工作要求，逐项
对当前办案工作区的设施进行检查。还通过
社旗县检察院
查阅该院办案过程中的案件材料、工作记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播放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等方式，全面了解办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案安全防范制度的落实情况。
神，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建
据了解，该院对办案区的同录设施和安
设一支廉洁高效、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检察
全门进行了升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办案区
队伍，社旗县检察院从日常管理入手，严格管
使用审批制度,并与第三人民医院建立了“绿
理，
严明纪律，
规范干警行为。
色通道“医疗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办案安全

西峡县检察院
开展“三难”专项整治活动

综合分类

防范工作。
该院在办案安全防范工作方面总体落实
到位，未发现严重的办案安全隐患问题，但也
存在年轻干警对安全防范的认识不到位、出
入办案区登记不规范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
题，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改正，确保整改
到位，
防止办案安全事故的发生。
据悉，该院将进一步强化安全督查，严格
责任追究，不定期地对办案工作区和办案过
程开展督查、暗访，倒逼执法办案规范化建
设，
切实防止办案安全事故发生。
（李丰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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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检工作再上新台阶。
（段文聪 巩向慧）

邓州市检察院
大力开展常态化廉政教育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邓州市检察院把廉政
教育作为加强干警思想建设的有效载体，将
党风党纪教育、专项教育和警示教育制度化、
经常化，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廉政教育活动，取
得较好效果。
思想教育常提醒。一方面，该院定期组
织开展廉政党课，由党组成员及各支部书记
南召县检察院
为党员干部上廉政教育课，明确单位廉洁自
开展检察技术大练兵活动
律工作规定。另一方面，该院党组成员及部
门负责人在党规党纪教育集中活动中，作出
本报讯 为积极应对修改后《刑事诉讼
法》和《人民检察刑事诉讼规则》给检察工作
廉洁承诺，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同时，
在每次节假前，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纪委
带来的新挑战，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技术取
证能力，更好地服务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工作， 下发的廉政通知，严格落实节日期间的廉洁
自律规定。
提升检察技术干警的履职水平，建设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技术尖兵，近日，南召县检察
警钟长鸣常剖析。该院积极组织干警观
看《第一大案》
《全家福》等警示教育片，通过
院积极开展了检察技术大练兵活动。
此次练兵活动包括笔试和实践操作两个
反思、对照，提高干警拒腐防变能力；采取检
环节，涵盖了信息化、同步录音录像、技术性
察内网公告、大屏幕滚动播出廉政格言警句
证据审查等方面的内容，如：同步录音录像系
及规章制度进行预防提醒教育，教育干警引
以为戒，自觉做到自省自重、自警自励；同时
统等信息化设备的使用、维护、故障排除，技
术性证据审查的文书拟制、流转、审批，以及
利用每周三下午时间，以科室为单位集中对
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后台配置等。 《廉政准则》的重点内容进行学习，认真剖析
经过 3 个小时的练兵活动，该院技术科干警
问题、查找原因、制定措施。
不仅进一步夯实了理论知识基础，增强了对
活动扎实常免疫。该院通过深入扎实
技术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更激发了干警钻
开展“正风肃纪”
“ 党规党纪”等专题学习教
育活动，把“公正执法、廉洁从检”教育贯穿
研技术、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
据悉，为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检察技术队
干警执法的全过程，使全体检察人员牢固
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念，使
伍，近年来，该院在机构编制、人员配备和
装 备 建 设 上 给 予 了 大 力 支 持, 还 积 极 选 派
干警能够耐得住清贫，经得起考验，守得住
技术科干警参加省、市检察机关举办的各
底线，增强抵制各种不良倾向和利益诱惑
类技术业务学习，在提高技术部门人员素
的能力。今年以来，该院采取多种形式，不
断深化教育效果，先后开展纪律作风、节前
质的同时，通过技术干警对全体干警无保
留地进行再培训，使每个干警都有受培训
教 育 、案 例 剖 析 等 专 项 教 育 10 余 次 ，有 效
地规范了干警的言行，增强了免疫力，从思
的机会，实现检察干警人人学技术、用技术
的好风气，不断推动检察技术工作创新发
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屏障。
（马磊 马海洋）
展，加快科技办案，信息化办案建设，助推

●武陟县惠鑫养牛专业合作社经成 ●安阳建元通汇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许昌魏都清逸阁餐饮店营业
员大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东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
执照正副本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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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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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范县华悦纺织有限公司经股东
方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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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婧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失，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销，
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起45日
290J，
声明作废。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
元4层402号的2014字第61310 决定，
Q410915733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忠义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魏建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4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声明作废。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安阳荣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组
东决定，
同意解散该公司，
清算组发
联系人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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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证号410183022437，
声明作废。●胡振涛残疾证遗失，
特此公告。
证号：
4103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失，
代码证 ●马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布公告，
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布
2919750908107514，
声明作废。 ●上蔡县鑫隆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号：
69872827一0，
声明作废。 证号410183022752，
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
声明作废。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
证号：
4102 东决定，
●兰考县丽巧服装店营业执照 ●许昌佰兴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 ●黄发喜残疾证遗失，
联系人:何娜 13523336681
●2011年6月25日早上六点半，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2419760422201923，
声明作废。
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 41022561 专用发票丢失，
●安阳市裕伟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 在郑州市新城办事处东赵村西
统一代码914110
特此公告。 司经股东决定，
证号：
4127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同意解散该公司，
清算 头，
8088900声明作废。
00555746578R；
发票代码4100 ●刘太英残疾证遗失，
有人捡拾女性弃婴一名。姓
声明作废。●洛阳华筑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组发布公告，
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 名孙鸣佳，
●孙伦成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 154130 ；票 号 04320594 、043 0219480126002X43，
身体健康，
随身无携带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 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物品。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证号：
4127 会决议，
号410225618113306声明作废。20595、04320596，声明作废。●张国杰残疾证遗失，
声明作废。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联系人:许相伟 18623729385
编 0219451010003443，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李卫青联
●吴玉凤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注册 ●杨皓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号M411681318，
声明作废。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虞城县世英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系。联系电话：18838199051，
●林州市茶店供销合作社营业
号410225602005227声明作废。
●闫伟残疾人证丢失，
证号4127 执照副本遗失，
注册号：
410581 ●上蔡县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员大会决议，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联系地址：
●安阳市大富房产中介服务有限
27198207165276，
声明作废。 000002196，
新城办事处。即日起六十日内无
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声明作废。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赵东强残疾人证丢失，
证号4127 ●民权县韩庄加油站营业执照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孩子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人认领，
410591030011327声明作废。
27195511183515，
声明作废。
●周口惠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注
特此公告。
统一代码：
9141142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缴款人，
董桂学、
陈和平于2015 ●洛阳市吉利区幸福之家商店税 正副本遗失，
●上蔡县盛强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册号411692000007434）经股东
1735490100B，
声明作废。
年1月8日在新郑法院缴纳的诉讼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税号4103
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本报在2017年9月19日第15
费16428元所出具的票号为124 03197702113215，
声明作废。 ●汝阳县广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版刊发的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
证号：
6237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 ●2017年10月6日出生的盖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院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410326678080809，
声明作废。
据》收据（第一联）丢失，
声明作废。 彤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新县壹家康大药房（统一代码 顶山分行诉平顶山市得邦汽车销
●焦作市风电制动器有限公司经股
●泌阳县正泰农业种植养殖专业
R410016329，
声明作废。
●原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夏红
91411523MA44CFK1X9）经投 售有限公司、
贾衍、
李勂旿等人的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权遗失经济法专业专科毕业证（证 ●禹州民丰化妆品店营业执照 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93411726 东会决议，
资人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公告，
其中被告李勂旿应为李劼
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1081628 053381361N）遗失，
声明作废。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书编号：
9100484）声明作废。
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旿，
特此更正。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开封市玉峰工矿电器有限公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新安县城关信诚家电门市部发票 10917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禹州市乐汇便民店营业执照 司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证号：●淅川县联创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
丢失，
代码 141001720043票号
●临颍县同富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 41108116
手续虽经严格审查，
但不能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410205766237474，
声明作废。 经成员大会决议，
01625679、
01625680，
声明作废。
号 411122NA000846X)经成员
28332139，
声明作废。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大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
●周口市玖鑫汽车运输有限公 注销，
●2012年12月16日出生的宋睿
●个体工商户王耀锋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登记，
辰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注 册 号 411081628440313） 司豫 PX587 挂营运证遗失，证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有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武陟县绿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号：
411620040329，
声明作废。
M410393535，
声明作废。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
正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签订有效的法律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郸城县丰采种植专业合作社 文件和手续，
●2017年2月20日出生的赵弘 ●宝丰县昊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伊川县旧寨阳光养殖场营业 员大会决议，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代码93411625MA3XDT1D5J， 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
毅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豫DC093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销，
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证号410421000744，
声明作废。 410329600082105，
Q411048199，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经股东大会决议声明注销。
声明作废。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声明公告

寻亲公告

更正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