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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9月10日电 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张述元 10 日表示，
以执行信息化、电子卷宗、电子诉讼
等为重点，全国法院深入推进智慧
法院建设，目前建设成效显著。

10 日，张述元在广州举行的全
国法院第六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上作专题报告，从电子诉讼
服务、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
度应用，以及执行信息化等全流程，
介绍了我国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服
务人民需要的进展。

诉讼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
文明的窗口，推进电子诉讼，让群众
少跑腿，又有利于提升诉讼便捷化
水平。据介绍，截至2018年底，我国
81.8%的法院支持网上立案，民事案
件网上立案率达到 17.4%。全国范
围内实现跨域立案的法院已达 1154
家，占全国法院总数的32%。

推进电子卷宗，让档案“瘦身”
则是打通智能化办案的关键环节。
据张述元介绍，截至2018年底，全国
已有2864家法院建设电子卷宗随案
同步生成系统，全国61%的案件随案
生成电子卷宗并流转应用。电子卷
宗已逐渐替代纸质卷宗，改变法官
的办案习惯，为智能化办案打下基
础。

部分企业、个人拒不执行判决
一直是司法领域的“老大难”问题。
法院系统则通过信息化建设，助力
解决执行难。张述元介绍，最高人
民法院已经开通了全国法院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建成统
一的执行办案平台和指挥管理平
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拓展执
行联动范围，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
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
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等16类25
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

“一网打尽”。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0日就《网络生态
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9年10月10日。

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信息内容
服务平台应当在首页、账号页面、信
息内容页面等显著位置设置便捷投
诉举报入口。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得
通过人力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
假、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批
量买卖账号、操纵用户账号等行为，
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对严重违反规
定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
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使用
者，依法依规实施惩戒措施。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河南洢嘉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胡雅歌诉你

公司拖欠工资和支付经济补偿金一

案，双方于2019年7月10日在平顶

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开庭时已

达成调解协议，平顶山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也已作出平劳人仲

案字〔2019〕68号仲裁调解书，申请

人胡雅歌已领取该调解书，但你公

司至今未领取该仲裁调解书，经多次

给你公司法人打电话并于2019年9

月5日向你公司邮寄仲裁调解书，但

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仍拒绝领取该文

书。故特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平劳人

仲案字〔2019〕68号仲裁调解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12日

公 告公 告
2019年9月9日，我局在郑州市管城区西南绕城高速十八里河收费

站下口处车牌号为豫A1U56E车上查获的烟草专卖品，现我局已依法对该批
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直
属分局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涉案烟草专卖品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牌号规格

贵烟（跨越）
南京（炫赫门）
利群（楼外楼）
利群（软长嘴）
双喜（莲香）
黄金叶（天香细支）
鹤楼（1916）
白沙（和天下）
黄鹤楼（峡谷柔情）
黄鹤楼（奇景）

60
9
5
16
12
2
7
2
6
27

中华（软）
中华（硬）
中华（金中支）
黄金叶（天叶）
黄金叶（天叶细支）
白沙（和天下）
黄鹤楼（硬珍品）
黄鹤楼（软珍品）
大前门（短支）
钻石（软荷花）

数量

10
15
5
3
33
26
4
12
10
5

牌号规格

特此公告。

共计：贰拾玖个（品种） 总计：肆佰壹拾壹条整（数量）

数量

南京（红）
苏烟（五星红杉树）
利群（新版）
黄金叶（爱尚）
黄金叶（乐途）
利群（软红长嘴）
钻石（荷花）
利群（蓝天）
利群（夜西湖）

牌号规格

24
14
20
25
3
11
5
34
6

数量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19年9月12日

2019年9月6日，我局在 郑州
市火车站候车大厅查获的烟草专卖
品，现我局已依法对该批卷烟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
直属分局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
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对涉案烟草专卖品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公 告

牌号规格 数量

中华（软）
中华（双中支）
黄金叶（天香细支）
黄金叶（天叶细支）
黄金叶（天叶）

52
10
19
36
30

共计：伍个（品种）
总计：壹佰肆拾柒条整（数量）

特此公告。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19年9月12日

党艳丽（身份证号：41122119

7801292528)、岳治国（身份证

号 ：41122119750223001X)、

杨宝军（身份证号：411221197

90802251X)、王丽平（身份证

号：41122119830302252X)：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

渑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三仲裁字[2019]254号裁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12日

公 告公 告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检察

院于2019年 9月5日受理焦

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移送审

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侯森等

20人涉嫌诈骗一案，特此公告。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请被

害人尽快与焦作市山阳区公

安局联系。

联系人：尚鹏 吴士锋

联系方式：0391-3572133

0391-2283667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山阳

区太行中路山阳公安分局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公安局

2019年9月12日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
1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 2019 年度第二次面向
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工作近日启动，
共招录消防员 21806 名，采取网上报
名方式，报名时间为9月10日23时至
10月10日18时。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 2019 年度第二次面
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9 月 10
日以后，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
消 防 救 援 队 伍 消 防 员 招 录 平 台
（http：//xfyzl.119.gov.cn）查询招录公
告、招录计划、政策法规等信息。此
次招录，定向招录退役士兵 8723 名、
公开招录社会青年 12938 名、专项招
录原公安消防部队解约定向培养士
官145名。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招录按照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两
类人员，分类下达计划、组织考核，进
行成绩排名，择优选拔录用。驻有森
林消防队伍的 14 个省份与本省消防
救援队伍实行合并招录、统一考核、
统一排名、统一调剂。对合格的招录
对象按一定比例差额公示，在规定时
间可以补录。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招录改进
完善面试办法和体能测试标准，明确
特殊专业人才放宽年龄报名条件和
程序。对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
相应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荣
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退役士兵，考核
测试面试合格的直接录用；对中共党
员、特殊专业人才等人员，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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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今年再次公开
招录消防员
21806名

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为9月10日23时
至10月10日18时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应急
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近日发布消防安
全提示，提醒广大群众节日期间注意
消防安全。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有关
负责人说，社会单位应组织节前消防
安全检查，放假期间安排人员值班值
守；集会、游园等大型群众性活动举
办单位应依法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
安全许可。外出旅游时不要携带易
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得在景区和禁烟场所吸烟或使用明
火；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
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
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消防救援部门发布中秋、
国庆假期消防安全提示

港澳居民、华侨持用出入境证件
将与内地居民享受同等便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从国家移民管理局组织召开的推动
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部际联席会
议上获悉，国家移民管理局开发建设
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台，今后公
共服务部门、行业可依托该平台出入
境证件身份认证，为境外人员办事办
证提供快捷便利服务，达到与境内居
民使用身份证办事相同的便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