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蕴真李蕴真
美编美编 李茹李茹 校对校对 王晓林王晓林 法治传真法治传真

HENAN LEGAL DAILY20212021//1010//1414

13

学党史悟初心
担使命保民安

□柘城县委政法委书记 孙文涛

河南新步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王会香与你公

司之间合同纠纷一案[案号：平
仲裁字（2021）第044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等。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会（平顶山市新
城区大香山路与祥云路交叉口
中房集团二楼）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
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逾期将报请本会主任指定仲裁
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定于
2022年1月12日9时在本会
仲裁二庭开庭审理，如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14日

公 告
河南运巴巴货运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3X7MQF9R)：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驻人社监察理决字〔2021〕第1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
决定书》，内容如下：我局于2021年4月22日对你公司公
告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驻人社监
察令字〔2021〕第32号），你公司在限期内未按照要求进行
整改。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
下行政处理，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1.支付拖
欠龙旗工资2960元；2.加付赔偿金1480元。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驻马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
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
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理决定的，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0月14日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河南运巴巴货运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3X7MQF9R)：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驻人社监察罚决字［2021］第2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书》，内容如下：我局于2021年4月22日对你公司公
告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驻人社监
察令字[2021]第31号），你公司在限期内未按照要求进行
整改。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
第三十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
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罚款壹万伍仟元（15000元）行政处罚。

你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驻马店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办理缴款手续，逾期不缴罚款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60日内向驻马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0月14日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王伟子、韩保伟、韩振军、郭

洛洛、陈汉仁、王守亿等六

位同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

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经公司

研究决定，公司与该六位同

志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义马豫西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解除劳动合同
通 知

林州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林飞：

本院受理(2021)豫 1202民

初21号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门峡分行与被告林州市金

丰矿业有限公司、林州宏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林飞、郭五

云、张育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豫1202民初2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1年10月14日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本报南阳讯“该同志在 7
天时间里，能认真站岗执勤，也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强法
治学习。拟解除行政处罚。”10
月 8 日，镇平县公安局民警向
镇平县检察院报备李某涛醉驾
案的办理清单。

9 月 5 日晚，李某涛饮酒后
驾驶轿车回家，被民警当场查
获。经鉴定，其血液中乙醇含
量为 94.77mg/100ml。

镇 平 县 检 察 院 审 查 后 认
为：李某涛在道路上醉酒驾驶
机 动 车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94.77mg/100ml，不 具 备 法 定 从
重情节；在被公安机关查获时，
车辆无其他乘坐人，且行驶距
离较近、行驶时间较短，遂作出
不起诉决定，并作出了非刑罚
处罚意见：对李某涛实行训诫，
协助交警执勤 7 日，写悔过书
一份。 9 月 21 日，该院将处罚
意见交给镇平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处理，并向李某涛宣读和送

达不起诉决定书。
“ 我 们 在 执 法

中 发 现 ，行
政

执 法 机 关 发 现 涉 嫌 犯 罪 的 案
件，依法移送相关司法机关处
理。但司法机关对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有未
移送行政执法机关作行政处理
的情况。”镇平县检察院检察长
齐钦介绍。

2018 年以来，镇平县检察院
出台了不起诉案件非刑罚处罚工
作暂行规定，制定了意见清单、办
理清单和责任清单“三张清单”工
作机制，明确了非刑罚处罚的适
用范围、程序、方式等，确保相关
行政执法机关对非刑罚处罚“尽
职责”，严防相对不起诉案件当事
人“脱管漏管”。

“意见清单”明确处罚尺
度。案件承办人在提出不起诉
意见的同时，说明非刑罚处罚的
具体意见，并报检察长或检察委
员会。在向移送机关送达不起
诉决定书的同时，一并送达《检
察意见书》，提出行政处罚、行
政处分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等处
罚措施，由其根据意见书依法进
行处理。

“办理清单”记录办案
痕迹。“ 一 案 一

单”，该清单记载检察机
关启动非刑罚处罚工作的
缘由、相关行政执法机关进
行非刑罚处罚的内容和相关
证明材料、处罚执行情况和
结果，以及向检察机关的反馈
意见。

“责任清单”加强监督问
责。该院与县政府、县纪委监
委联合会签了《“三法”衔接工
作规定》，对检察机关移送的处
理意见，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
理由拒不执行的，将相关失职、
渎职线索移送纪委监委处理。

“三张清单”机制实施以
来，该院共对符合情形的163
件相对不起诉案件作出了
非刑罚处罚措施；交通肇
事、危险驾驶等案件逐
年下降，作出不起诉
决定后重新犯罪率
为0。

（刘震
赵新新）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俊
华 通讯员 胡志杰）为进一步提高环境监
管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更好
地适应新形势下的环境执法需要，近日，焦
作市生态环境局举办了为期5天的环境监
管执法培训班，全市共20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紧扣行政执法主题，邀请
司法部门干部讲解行政责任制，释义新
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紧扣执法中遇到的
常见问题，邀请专业律师分享办案经验
和注意事项；紧扣当前臭氧污染重和
VOC执法难，邀请专家破解VOC现场执
法检查难点问题；紧扣固定污染源环境
管理核心制度，邀请专家重点解读新实

施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紧扣党史教育，
邀请专家分析当下国内外形势；针对执
法风险岗位，邀请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教育。

此次培训覆盖范围广，涵盖市、县两
级全体环境执法人员和法规、大气、固
废、监控等部门工作人员，实行封闭式全
脱产培训，严肃纪律，并对培训学习情况
进行测试；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做到能查
案、办成案、办铁案。同时，培训班还要
求执法人员提高帮扶企业、服务企业的
能力，助推排污企业长远健康发展。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举办环境监管执法培训班

适应新形势 释义新法规 创造新高度

镇平县检察院出台不起诉案件非刑罚处罚工作暂行规定

“三张清单”避免“一放了之”

近代以来，中国历经风雨沧桑，正是风
雨如磐暗故园。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

党成立了，它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
任，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逐步而又牢固地在中

国大地上扎下根来，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
力量。党史浓缩百年奋斗历程，铺展复兴光明前

景，共产党员唯有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才能站在历
史的高度，客观准确地总结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坚定自信地走好当下和未来的改革之路。

列嶂青且茜 愿言试长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部署开展，既是“重拳整治除沉疴”的必然要求，又有“整

肃队伍再出发”的鲜明态度，充分说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政法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名政法干部，必须时刻谨记“政法姓党是政法工作
永远不变的根与魂”，愿意随时接受党的一切考验，时刻谨记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坚持党的绝
对领导，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最根本的就是做到执法为民，公
正司法，做到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党一路走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
们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政法
干部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发扬共产
党员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做到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把敢于担当与提升能力相结合、保持
本色与立足本职相结合，持续把广大政法干警在教育整顿中激
发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推动
工作的强大动力，全力以赴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
作，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新业绩检验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成果；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政法工作
始终，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谋划形成一批符合本地实际、
具有政法特色、彰显政法为民新形象的办实事项目，努力让群
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有保障、安全感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