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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解构政法新媒体006号

□ 记者 张可

“河南检察”立足检察职能，注重
发挥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充分运用新
媒体积极传递检察声音、深化检务公
开、开展普法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已
经成为检察新闻宣传的新平台、展示
检察形象的新窗口、联系人民群众的
新纽带。

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当前，
2 月 5 日，“河南检察”发布了头条文章

《安阳首例扫黑除恶团伙案开庭 文峰
区检察院对田某伟等 17 人涉恶团伙案
出庭支持公诉》。而当天，省法院、省
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发布联合
通告：在全省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河南检察”发布的头条
文章，不仅紧跟当前工作重点和热点，
还第一时间反映出全省检察系统针对

“扫黑除恶”的努力和决心。

栏目多样 内容丰富

目前，“河南检察”发布文章的频率由之前的
工作日发布调整到每天发布，微信每天可以发布
三次，发布形式更加灵活，栏目设置更加多样。
除“要闻”“基层”“权威发布”“关注”“微案例”“人
物”等常规栏目之外，围绕精准扶贫、党的十九大
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等重大活动和重点工
作开设“扶贫”“喜迎十九大”“聚焦十九大”“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等专栏，结合省检察院组织开
展的官微走基层活动，开设“亮点展播”“检察长
访谈”等栏目，全方位宣传检察机关服务大局、保
障民生、强化监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队伍建
设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效果显著。

在每年的全省两会召开期间，“河南检察”
均提前策划、精心制作微信系列作品，开设“两
会连连看”栏目，集中发布有关全省检察亮点工
作、全面解读省检察院工作报告及两会代表委
员热议检察工作报告的微信作品，得到两会代
表委员的点赞。

策划活动 形成互动

自“河南检察”开通运营以来，省检察院就
十分重视加强策划，紧紧围绕检察中心工作、重
要部署和重大活动，组织策划了一批活动，及时
推送检察信息，讲好检察故事，加强共享与互
动，使“河南检察”的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宣传效果和优势逐渐凸显。

近年来，省检察院先后组织开展了“讲检察
故事 展文明形象”集中采访活动、全省检察机
关“检察之星”选树活动、检察好故事评选活动、

“图说河南检察”新闻摄影作品大赛、全省检察
新媒体优秀作品评选等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河南检察”当仁不让，成为这一系列策划活动
的最佳展示平台。同时，运营团队把展播情况
作为各项活动评选的重要参考，不仅吸引了众
多网友关注参与检察工作，而且有效扩大了“河
南检察”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 河 南 政 法 微 信
影响力”排行榜中，你知
道检察系统的“老大”是
谁吗？毫无疑问，就是

“ 河 南 检 察 ”。“ 河 南 检
察”获得检察系统榜首
频率之高，让人不得不
感叹：真是站在金字塔
顶端的公众号呀！取得
不俗成绩的背后，“河南
检察”都做了哪些努力？

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临，检察
宣传工作平台逐渐由广播、电视、纸媒
等传统媒体扩展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不断融合的全媒体平台，河南省检察
院也紧跟时代步伐，紧贴全媒体发展
需要，积极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开通“河南检察”官方
微信。经过 3 年多的发展，“河南检察”
现拥有粉丝 12万。

当然，他的成绩远不止这些。
除了在“河南政法微信影响力”排

行榜中取得了良好成绩，2015年，“河南
检察”微信公众号荣获“全国检察十佳
微信”荣誉称号；2016年、2017年，“河南
检察”微信公众号均荣获全国检察微信
20 强；2018 年 2 月，“河南检察”微信公
众号荣获“2017年度河南政务（省直类）
微信影响力新锐力量”荣誉称号。

@河南检察
霸榜的秘籍是什么

●2016年 11月 22日出生的

王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19213，声明作废。

●西华县聚缘家政服务中心因

管理不善公章遗失，公章编号:

411622001243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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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孟相军金水区燕沈路43号院5

号楼2单元24号房产证丢失、登记

编号：2005285548。

●杜训贵金水区燕沈路43号院6号

楼3单元30号房产证（编号：200

5285831)和土地使用证(编号：郑

国用2006字第JS5180号)丢失。

●宋雨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P411250307丢失，声明作废。

●秦翌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D410038814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九阳生活馆遗

失公章和财务章，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文学通讯器材

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105601401715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顶上餐厅遗

失已填开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4100174320号码07150

114声明作废。

●安阳国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0100006874声明作废。

●河南省保利平原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500100009320（2-2），税务

登记证正本，豫国税安殷字

41050475519152X，声明作废。

●开封市华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92000014299，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本报于2017年12月11日13版刊

登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7）

豫0105民初12129号公告中，“郑

州星航商贸有限公司”全部更正为

“郑州星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叶俊波，于2015年3月3日在汝
州市王寨乡柳树王村附近捡到一
名遗弃女婴，取名叶朵朵，有人认
领请联系：叶俊波15837590107

减资公告

更正公告

●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2900万元减至1000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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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豫西南摩配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5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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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蕾，豫A536CA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

商业保险保险卡遗失，卡号：

41001700395988，声明作废

●西华县陕汽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公章因管理不善遗失，编号:

4116220009340，声明作废。

●周口市鸿远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K9288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39881，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彩铃新课堂书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1

622621133148，声明作废。

●袁向中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730303201931，声明作废。

●董理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119720624401414，声明作废。

●虞城县木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MA3XJAYT7R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光辉超市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6226

21103911，声明作废。

●郑州海天企划设计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1056

74141512）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67414151－2）丢失，

声明作废，本公司2013年已注销。

●贺亚辉道路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1016267，声明作废。

●2012年2月14日出生的任

浩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403500，声明作废。

●2012年7月12日出生的宋
子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371196，声明作废。
●曹皓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O410596484，声明作废。
●刘修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054084，声明作废。
●2015年 3月 2日出生的张
一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60088，声明作废。
●2012年 11月 12日出生的
马欣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M412236222，声明作废。
●2016年 11月 16日出生的
王绍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1104603，声明作废。
●2013年3月12日出生的李
浩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41561，声明作废。
●张丁丁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325002968，声明作废。
●宜阳县城关镇明鑫电子店定额
发票丢失，代码号1419015500
72票号34783401-34783450，
代码号141001450062票号862
58801-86258900，声明作废。
●2014年 10月 18日出生的
黄彤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O411035231,声明作废。
●禹州市聚缘酒店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081M
A44CNUA9P，声明作废。
●2017年11月7日出生的金
媄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1108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项城市小林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411681NA000815X经

成员会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安阳市英海人才开发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经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联系人：韩翔13293859325

●信阳市宗楷茶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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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明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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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县明海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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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西城林果花卉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326330084083Q

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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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博望镇志强禽畜养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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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25日出生的贾
春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373850，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张存英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10826
00983086，声明作废。
●2008年11月3日出生的田
子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064897，声明作废。
●信阳市羊山新区中信茶业发票
丢失，代码4100152320票号11
576013、11576018声明作废。
●2012年5月30日出生的王
明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72550，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2日出生的陶
舒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37185，声明作废。
● 公 告

安阳市金隆源电气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从未在任何市、县设立分公
司，一切经营活动、责任事故、经济
纠纷与安阳市金隆源电气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安阳市金隆源电气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2018年2月7号
● 公 告

我公司运输等各类合同，由
公司统一签订，未经我公司授
权，任何个人及车辆签订的运输
等各类合同对我公司没有法律
效力。车主雇佣的司机属于个
人行为，与我公司没有任何法律
关系，特此公告。
安阳市北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8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