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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警务
提升基层警务工作水平

本报鹤壁讯 去年以来，浚县公
安局浚州派出所将技术支撑破案
理念向社区警务延伸，聚焦智慧警
务，以科技手段为支撑，推行“脚
板+科技”模式，努力提升社区基
础工作和基层警务工作水平。

该派出所以“一村一警”智能平
台推广应用为契机，重点围绕民警
通、辅警通的使用，组织辖区民警、
辅警进行培训，做到学懂、弄透、用
熟。智能平台的应用，使警务工作
由以前的对辖区单位场所人工查、
对重点人的见面管变为网上推送、
落地核查，且文书网上生成，彻底
摆脱“手工作业”的传统做法，既减
轻了民警、辅警的工作量，又提高
了工作效率。

该派出所以互联网技术为依
托，以网络社交平台为抓手，通过
建立校园群、家长群、辖区单位场
所群、村（居）两委治理群、企业服
务群、重点人员管理群等微信群，
与辖区各类人员、场所、单位随时
随地进行交流沟通，确保第一时间
掌握重点人员动态，第一时间掌握
辖区单位、场所发生的案事件，第
一时间掌握各类风险隐患，第一时
间作出应对，把各种风险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将损害结果控制在最
早、最小。

同时，该派出所依托辖区各类
视频资源，动态掌控辖区治安状
况，做到了辖区主要路口重点单
位、场所视频全覆盖。 （蒋玉河）

专题党课
推进纪律作风建设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步丰雷）11月13日上午，
淇县检察院邀请省委党校教授李小
博，结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为全体干警上了一堂精彩生动
的专题党课。

李小博围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的发展演变、主要内容和抓
好贯彻执行等方面，结合具体案例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李小博针对
使用公务用车的有关问题、公务接待
需要注意的有关问题、党员干部如何
使用微信的有关问题等进行了重点
解读。特别是在讲到“六大纪律”时，
其结合全国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了
详细的解读。

最后，李小博从提高政治站位，
做“两个坚决维护”的表率；增强自律
意识，做严格遵守纪律的表率；强化
使命担当，做坚定维护党的纪律的表
率三个方面寄语检察干警。

该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敏
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每一名检察干
警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
觉，学深学透，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精髓要义；要坚持培
元固本，扎实推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入脑入心；要领会精神实质，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自觉做到“两个坚决维护”。检察
干警纷纷表示，此次授课非常及时，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时刻紧绷纪
律之弦，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真
正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集中督导
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周涛）为切
实规范司法行政行为，加强社
区矫正队伍管理，11 月份以
来，鹤壁市山城区司法局对全
区 8 个司法所社区矫正管理
工作进行了集中检验。

此次检验主要通过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一是集中点
验。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
组成督导检查组，采取不定
时间、不提前通知的方式，对
在管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集中
点验。二是对在矫人员进行
思想教育。检查组向全体社
区矫正对象宣读了鹤壁市山
城区法院对社区矫正对象张
某 某 收 监 执 行 的 刑 事 裁 定
书，给在矫人员上了一堂警
示教育课，坚决杜绝脱管、漏
管现象发生。三是对在矫人
员 的 档 案 以 及 使 用 豫 在 矫
App 的情况进行抽查，全方位
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山城区纪委监委驻区政
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对此次
检验的内容和结果进行了督
查，并要求社区矫正机构、各
司法所以问题为导向，不断
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明确自
身工作职责，严格落实社区
矫正法，增强对在矫人员的
教育与管理，进一步提升司
法行政水平。

四项举措
促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季霞 董燕）今年以来，
鹤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紧密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一村
一警”“五零”村居企业创建、“纪律
作风深化年”等活动，创新思路，采
取多项举措，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

一是深入排查，倾听心声。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该分局积
极主动应对，组织社区民警、包村辅
警深入居民小区、农村，通过走访、
暗查、摸排等形式，倾听群众的心
声、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诉
求，努力将各类矛盾纠纷消除在萌
芽状态，有效避免各类恶性案（事）
件发生。

二是有效化解，防止反弹。对排
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该分局社区
民警认真分析研判，采取行之有效
的方法进行化解，目前已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 230余起，均未发生反复或
转化、激化、升级等问题。

三是形成合力，构建格局。该分
局大力加强办事处、社区（村委）、小
区（组）三级调解组织建设，不断调
整充实信息员、调解员力量，努力构
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化解矛
盾纠纷的合力。

四是多方宣传，增强意识。该分
局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法治宣
传，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增强群众
的安全防范意识，努力从源头遏制
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

夯实基础抓管理 加强规范促提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鲁

山支公司以下单证遗失，声明作

废。单证名称：学平险收款收据。

单 证 代 码 ：2990，单 证 号 码 ：

410400726401-410400726425；

410400726426-410400726450。

●董欣怡《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L410688718丢失，声明作废。

●董欣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L410688719丢失，声明作废。

●兹有商城县锋运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防伪号41152

40013064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欧阳少儿艺

术培训中心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汪金朋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证，豫交运管郑字 4101020171

86 号声明作废。

●任君身份证丢失，号码：4113

26198406060067，声明作废。

●河南平安集团周口市伟利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豫 PN3739（411

620086886）、豫 P77B8（411620

086887）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69号圣地

花园1号楼一层4号商铺合盛生鲜

超市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141010

50341897），声明作废。

●武汉邦之德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5日交纳的诉讼费

19889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018

744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

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兹有大别山旅游业（商城）商

会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4939000713501，声明作废。

●伊川县社会福利事业综合服

务中心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4939000713601，声明作废。

●新郑市孟庄镇张军峰红枣收

购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84600247325，声明作废。

●2011年11月23日出生的杜肖

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53536，声明作废。

●2018年6月15日出生的尚书

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51371，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减资公告

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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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联通运输有

限公司车牌号豫P6337挂营运证号

411620091314营运证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省百苓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一分店公章（编号 41282800

07067、4128280014900）、二 分

店公章（编号 4128280007068、

4128280019230）声明作废。

●河南省圆茂涂料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编号91411525MA477

96X18 声明作废。

●李琳位于台前县新城区台吴

路北侧绿苑东的房产证遗失，

证号：20140636，声明作废。

●河南明威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91411525MA46G6YP

41）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

注册资本金由 1000万元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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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9月24日出生的韩泽

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96186，声明作废。

●2018年4月13日出生的白景

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675968，声明作废。

● 公 告

张变霞、李长鸿：2020年10月29

日，李晋舜（债权转让人）与可旭

（债权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将债权转让人对债务人张

变霞、李长鸿所享有全部债权转

让给债权受让人。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视为债务人张变霞、

李长鸿收到债权转让通知。

债权转让人：李晋舜

债权受让人：可旭

2020年11月19日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

卫生院董超，女，（身份证号410522

197801060083）护士执业证书丢

失，编号200841090447，声明作废。

●沈丘县范营乡小神童幼儿园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丢失，统一代码 52411624MJG

698638B，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