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方城县检察院开展案件集
中管理工作，加强对办案程序的管理与
监督。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过程
中，把科学管理和加强监督作为提高案
件质效的重要抓手，不断探索和完善案
件评查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进一
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不断强化案管中心监督职能。该
院以司法规范化为出发点，着力强化案
管工作。在人员配备上，由具有丰富办
案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干警担任案
管中心主任，从业务素质较高的“内
行”人员中选拔管件管理员，通过用骨
干、找能手、加强培训，进一步提升实
务操作水平、强化监督意识。

在监督中树立服务意识，确保案
件管理程序顺畅，激发案管工作正能
量，避免出现负效应。该院案管部门
对全院案件进行统一管理后，帮助办
案人员度过适应期，采取“监督+服
务”的工作模式，既做到监督无阻力，
又做到服务有成效，主动沟通协调，
积极协商解决问题。主动承担群众
咨询工作，避免工作打扰，节约办案
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工作负担。摆
正位置，做好助手，帮助完成辅助工
作。针对退回补充侦查后公安机关
超时移送、法院判决书超期送达等，
根据预警软件系统的提示，及时反馈
给承办人。

该院准确定位案管工作职责，
实施“监督+服务”的工作模式，强化
了内部监督，规范了司法行为，提升
了案件质效。 （时国庆岳阳）

坚守呵护铸就巡防“爱心岗”

本报讯 校园安全连着千家万
户，学生的平安牵动大家的心。郑州
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治安巡
防中队张喜庆恪尽职守“爱心岗”。
一天下午，张喜庆正在外国语小学指
挥学生过马路，一辆摩托车疾驰而
来，危急关头，他飞身上前，奋力将学
生护在怀中。家长们纷纷感叹：“有
巡防队员在，我们很放心！”

（马明利）

召开退赃大会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瀍
河派出所召开“平安建设”专项行动
退赃大会，将被盗的电动车、摩托车、
电瓶退还给受害群众。群众纷纷点
赞，还有失主专程送来锦旗。退赃大
会上，民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
举揭发违法犯罪线索。（王万民）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镇平县司法局老

庄司法所走进老庄镇初级中学开展
主题为“防范校园性侵”的送法进校
园活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活
动通过现场提问互动、座谈等形式，
教育学生从小树立防范意识，学会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勇敢地向性侵犯
罪说不。 （周建国）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法
院集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活动以“弘扬革命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全体党员
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并共
同观看了纪录片《红旗渠》。（常丹阳）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

本报讯 长垣市法院坚持“零容
忍”原则，大力推行廉政承诺、廉政保
证金和案件评查等制度，建立干警廉
政档案，开通廉政提醒手机短信，营
造议廉、思廉、守廉的浓厚氛围，增强
了防腐拒变能力，案件质量、效率和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杜冰心 张明伦）

“一村一警”冬季安全宣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

安全防范意识，减少冬季侵财类案件
发生，登封市公安局大金店派出所社
区民警依托“一村一警”展开冬季安
全宣传。该所通过民警恳谈会、宣传
板报、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辖区群众
介绍各类入室盗窃等犯罪防范常识，
提高辖区安全系数。 （平胜超）

组织开展工间操活动

本报讯 为提高全院干警科学健
康意识，倡导劳逸结合的工作理念，
确山县检察院于每天上午 9 时 40 分
到10时准时开展工间操运动。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干警们放松
身心，通过20分钟的锻炼，舒缓了大
家的工作压力，丰富了检察文化生
活，增强了身体素质，提高了工作效
率。该院通过定期开展工间操运动，
引导干警们养成了体育锻炼的良好
习惯，营造了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健
康文明的工作氛围，得到了全院干警
的积极响应。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余卫东带头参加，拉近了与干警的距
离，促进了部门之间的协作，增强了
干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今后，该院
将继续坚持开展工间操活动，树立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工作理
念，以实际行动展示确山检察的新形
象、新作为。 （薛 寒）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祁飞
通讯员 高辉）今年初，被执行人叶某
在永城市某小区与申请执行人魏某
发生打斗，叶某将魏某的脸部、颈部
等部位砍伤，致叶某十级伤残。该
案经永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叶
某赔偿魏某各项损失共计 21000 余
元。判决后，叶某一直下落不明，执
行陷入困境。

11 月 1 日 23 时许，永城市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接到魏某的电话，称
叶某已回永城。执行法官立即组织
人员赶往叶某住处。执行法官先后
三次亮明身份，叶某才把门打开。
经过执行法官的多番劝导，叶某态
度异常坚决，声称自己“不是不给，
是没钱给”。

发现无法与叶某沟通，执行法
官遂向其宣读了搜查令，对其人身
和住处进行了搜查。搜查结果显

示，叶某有多张银行卡和一把轿车
钥匙。经请示法院领导，执行法官
当场向其宣读了拘留决定书，决定
对其处以拘留 15 日的处罚，并扣押
叶某所拥有的轿车一辆。

见执行法官动了真格，态度强
硬的叶某慌了，急忙表示：“我有钱，
马上给，别拘留我！”10分钟后，叶某
的家人将 21000 多元现金现场交付
给了魏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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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钱，马上给，别拘留我！”

方城县检察院
“监督+服务”

促案管水平攀升

●闫洛生，洛阳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民警警官证丢失。警

号022855，声明作废。

● 公 告

西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李大

庄信用社大堂经理刘红军因严

重违反单位考勤管理办法已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被我单位开

除，并解除劳动合同。自开除

之日起，刘红军任何行为均与

本单位无关。 特此公告！

西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11月7日

●朱登祥位于尉氏县城建设路

南段路东的房产证遗失，证号：

000026，声明作废。

●张雨冰位于长垣市蒲西区向阳

路西原县委家属院长国用57-50

-1685号土地证遗失，声明作废。

●杞县安民托养中心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副本遗失，证号：豫

杞民证字第0902号，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安居超市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32

360000198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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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郑州市树青医学成人中等专业学

校汤婉贞毕业证丢失，毕业证号：豫

成中教字01001628号，声明作废。

●方城县海涛小吃店营业执照

（92411322MA410BWE3U)正副

本丢失，经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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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滨县公安局邓湾派出所潘

可 ，警 察 证 不 慎 遗 失 ，警 号

085955，声明作废。

●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办事处

三里桥居委会梁湾东组050-030

号的陈保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丢失，编号4117280030070

60003J，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29日出生的杨艺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07295，声明作废。

●2015年10月20日出生的刘恩

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06783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郸城县鹏宇网吧公章丢失，编

号4116250014914，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15日出生的赵铭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719037，声明作废。

●赵小防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丢失，证号412828198308101

858，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葛梦小面馆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2

604142542，声明作废。

●2009年7月27日出生的赵婧

汝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195180，声明作废。

●2014 年 3 月 2 日出生的樊昊

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40341，声明作废。

● 股权转让公告

鹤壁市京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凡涉及公司债权债务

的单位和个人，自本公告30日

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联

系人：马主任13526836271

●舞钢硕基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8700万元减至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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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訾家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 T411006200，声明作废。

●2004年10月10日出生的闫

世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22765，声明作废。

●彭永奎警官证丢失，警号

189928，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19日出生的党

嘉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220124，声明作废。

●豫A356S挂营运证丢失，证

号410183016902，声明作废。

●罗保友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122617355144，声明作废。

●2018 年 9 月 26 日出生的李

仲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39047，声明作废。

●2008 年 7 月 22 日出生的黄

子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898759，声明作废。

●2011 年 1 月 29 日出生的李

俊 虎 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8076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郑州博恩家具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40E

FKX9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由马记廷、齐静静组成，马记廷为

清算组负责人，请各债权人于2019

年11月7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金扁担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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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兴源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21080629057，声明作废。

●泌阳县药品公司太山医药

经营部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113000265401，声明作废。

●周口市志远酿造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4116010025876)及

法人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东方运输

有限公司豫P6B227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51475，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第四运

输公司豫 P81646（411620069

873）、豫PM580挂（411620069

874）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凯丽个人委托管理人事档

案关系合同书不慎丢失，特此证

明，档案编号:053609，声明作废。

●范县荣诚木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