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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
者 李梦华）6 月 5 日，开封市两级法
院执行工作推进会在兰考县法院召
开。开封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谷昌豪出席会议并讲话。开封市
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刘
世亮，全市各基层法院院长、执行局
局长等参加会议。
针对下一步执行工作，谷昌豪
说，2018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关
键之年、攻坚之年、决胜之年，全市
两级法院要贯彻落实上级法院的各
项部署，认准目标，找准差距，真抓
实干，围绕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制
订方案，实干巧干加苦干，全面提升
执行质效，同时紧紧依靠各级党委、
党委政法委，加强与各部门的联动
配合；要以基本解决执行难为契机，
大胆尝试运用以执行指挥系统为平
台的全新信息化执行模式，强化技
术支撑，及时有效执结案件，提高工
作效率，坚决打赢这场执行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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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部署稳定安全信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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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巧干
决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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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底线思维 维护社会稳定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近日，新乡市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期间稳定安
全信访工作总结大会召开。新乡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郅晓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
副主席朱光辉、市检察院检察长许晓伟出席
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俊杰主持会
议。
会议传达了市委书记张国伟、市长王登
喜的批示精神，为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颁
发奖牌、奖章和证书，对全市稳定安全信访工
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对做好全市当前和今后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
视察组视察检察工作

一个时期的稳定安全信访工作进行部署。
郅晓峰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搞好分
析研判，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稳定形势的新
特点新趋势，增强工作预见性、系统性、主动
性，坚决打好排查防御仗、难题歼灭仗、应急
处置仗“三场硬仗”，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和
谐稳定局面。着力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打好信访
矛盾化解“四大攻坚战”、巩固专项治理成果、

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抓好“三夏”生产安全
等重点工作。
郅晓峰说，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从制度机制层面入
手，突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正向激
励主基调，突出倡导性、引领力，向广大干部
发出了攻坚克难、奋发有为的动员令、集结
号。扎实做好稳定安全信访工作，以“钉钉
子”精神狠抓工作落实，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
定。

转变思路 建设法治濮阳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刘彦
州 杨志刚）近日，濮阳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对
市检察院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检察监督工作
进行视察。
视察组先后到市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
心、
案件管理中心、
市检察院廉政文化园、
南乐
县检察院实地查看了视频接访、检务公开、案
件信息查询、民事诉讼监督等工作情况，观看
了南乐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纪实《忠诚

公正耀检徽》专题片，
并听取工作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邹东波说，
全市两级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维护
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监督的案件质
量高、
有创新，
多次被最高检、
省检察院评为精品
案件、
优秀案件，
成绩来之不易。他要求充分认
识加强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监督的重大意义，
切
实转变工作思路，
加大民事行政检察的宣传力
度，
加强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志强表示，
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次视察活动为契机，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切实增强
主动性、大局观念和宗旨意识，坚持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民事诉讼和执行活
动监督，为推进法治濮阳建设，建设富裕和谐
美丽新濮阳作出新贡献。

培养专家
创新发展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胡传仁）近日，信阳师范学院与
信阳市检察院共建法律硕士培养基
地揭牌仪式在市检察院举行。
信阳市检察院检察长郭国谦在
致辞中说，近年来，根据培养高层次
检察人才队伍的需要，他们尝试“校
—检”合作模式，事实证明，
“ 校—
检”合作模式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培
养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有效途径。当
前检察机关正处于深度变革期、检
察工作转型期、创新发展机遇期，正
需要一批业务专家、业务标兵和办
案能手。信阳市检察院正在实施
“综合培优工程”，相信通过与信阳
师范学院的合作，信阳检察机关的
教育培训、人才培养工作会达到新
的高度，
“校—检”合作会更加紧密，
检察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水平会迈上一个新台阶，检察事业
发展的人才支撑会更加坚实。

讲宪法深入浅出 听讲座聚精会神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
锋 通讯员 刘义琳）为深入学习贯彻宪法精
神，6 月 5 日下午，驻马店市委政法委、市妇联
和市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邀请国
家心理咨询师、高校法学教授冯建海在该市
职工活动中心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专题讲座。

讲座中，冯教授以宪法的渊源、中国宪法
的发展、党与法的关系、历次宪法修改的要点
为切入点，围绕宪法修改的原因、我国宪法发
展史、新时代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和 2018 年
宪法修改解读等，为大家作了一场全面、详
细、生动的宪法知识讲座。整个讲座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参加讲座的同志听得聚精会

临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对连续六个月未开展经
营的各类企业拟吊销营业执
照的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

郑州综治

现场观摩
学习提升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康
昊增 赵炎）6 月 6 日，郑州市综治办
在该市管城区召开全市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现场会。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管城区紫
荆山南路办事处蓉湾社区、西堡社
区，航海路办事处银莺社区的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参观了平
安管城视频监控中心。每到一个社
区，与会人员都边听、边记，并结合
各地实际情况现场向工作人员咨询
相关问题。同时，各县（市、区）综治
办主任相互交流各地好的做法及存
在的问题，
气氛热烈。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郑州
市综治办县区处处长李宏斌传达了
省综治办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相
关要求和相关文件精神，对郑州市
社会心理服务、安全感调查、平安建
设宣传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神，意犹未尽。
讲座进一步向党员干部普及了宪法知识、
增强了大家的宪法意识，
弘扬了新时代宪法精
神。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以本次学习为契
机，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水平，自觉做宪法信仰的崇尚者、
宪法精神的弘扬者、
宪法实施的推动者。

大爱传承美德，热血彰显真情。6 月 5 日上午，三门峡市湖滨区检察院组织干警到三门峡
市中心血站义务献血，体检合格的干警志愿者们成功献血 3800 毫升。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王斐 摄影报道

汝州：
清理秸秆 消除火患
本报汝州讯（记者 赵国宇 通讯员 穆振
川）近日，汝州市司法局风穴司法所积极组织
30 余名社区服刑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全力做
好 2018 年夏季秸秆禁烧工作。
他们通过悬挂横幅，发放传单、致农户的
一封信等多项措施，使秸秆禁烧活动家喻户
晓。看到有农户将大量秸秆堆放在地头、沟
边，存在消防隐患，风穴司法所积极引导社区

服刑人员对秸秆进行清运，大家互相配合，干
劲十足。经过一天的劳动，堆放在田间地头、
路边、沟边、村头的秸秆被清理干净，有效消
除了火灾隐患。
汝州市司法局局长贾燕强说，这样的活
动，提升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帮助
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服务社会、融入社会、回
报社会。

漯河市莱美服饰有限公司等 75 户各类
企业：
依据《公司法》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的规定，企业连续六个月不经营的公司
登记机关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由我局
立案调查的漯河市莱美服饰有限公司等
75 户各类企业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
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
以上的行为案件，已调查终结。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
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告知如下：
我局通过对上述各类企业登记住所
所在地进行实地核查，以及以信函方式
进行联系核实，还采用对企业登记的税
务机关调取纳税证明等方式，证实上述
75 户企业无正当理由在其登记的经营
场所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均连续超
过六个月，且未办理注销手续。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
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
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
业执照”；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
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
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
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
营业执照”之规定，本局拟对上述各类企
业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第六条、
第七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
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因当事人不在登记场所，无法
直接、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现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
件听证规则》第七条之规定进行公告送
达。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
在本听证告知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企业登记机关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放弃此权利，我局将依法做出吊销营
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告知企业详细名单请登录漯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网站(www.lhgs.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附件：
75 户各类企业名单
2018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