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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刘俊华 通讯员 吕静茹
王亚峰）近日，焦作市公安局
解放分局召开禁毒工作部署
会，要求刑侦、治安部门紧盯
禁毒线索，全力冲刺，打好禁
毒攻坚战。

会后，各单位雷霆出击，
全力以赴，经研判分析、蹲点
守候以及充分利用特情等有
效工作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该分局破获贩毒案
件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一
人，查处吸毒人员10人。“吸毒
人员少一个，社会就多一份平
安。”此次攻坚战为深入打造

“无毒”焦作发挥了积极的保
障作用，使得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

禁毒攻坚战
强势推进成效显著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宋凯
云）今年年初，经省检察院交
办，鹤壁市检察院指定，梁某
某等近30人恶势力团伙犯罪
案件交由浚县检察院审查公
诉。因案情重大、涉及面广、
涉案人员多，办案期限紧，浚
县检察院迅速成立专案组，
在检察官组分秒必争、对移
送来的卷宗进行脉络梳理、
文证审查的同时，以该院法
警大队为主力的 骨干力量，
对多名涉案在押人员的押解
任务也同步展开。

精心筹备，缜密部署。
该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总指
挥，主管法警工作的副检察
长为副总指挥，法警队队长
为总领队的押解行动领导小
组。在对所有需要押解的犯

罪嫌疑人信息做了全面细致
的了解、整理归类后，经研究
判断，他们决定分两批次将
涉案在押人员押解至鹤壁市
看守所，且每次押解必须在
一天内完成。明确任务后，
押解小组立即抽调本院法
警、公安特警、法院法警，组
成 30 人的押解行动队伍，动
用 11 辆警用车辆，每车配备
两名司机轮换，防止疲劳驾
驶，杜绝意外事故发生。严明
纪律，该院在行动前制定了详
细的预案，对参加行动人员进
行了战前动员、纪律要求和安
全提醒，做到纪律严肃、要求
明确、交接有序。全体参战人
员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严格
落实押解规范，并于当天准时
将犯罪嫌疑人安全顺利押解
至鹤壁市看守所。

成功异地押解
多名犯罪嫌疑人

浚县检察院

漯河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

以打开路
重拳出击保平安

本报讯 2021 年，漯河市公安局西
城区分局以打开路，重拳出击加大对
各类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打掉了以
李某国为首的涉恶犯罪集团和李某均
恶势力犯罪团伙，联合市公安局一举
打掉了盘踞在舞阳、平顶山、宝丰等地
的制售假烟团伙，抓获各类涉案人员
31人，捣毁制假窝点10处，收缴大量假
烟原材料及成品、半成品，涉案总价值
390余万元，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维护了辖区社会大局持
续平稳。

这是漯河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的
2021 年成绩单。2021 年以来，该局始
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
下功夫，以严打严防为抓手，强化社会
治安管控。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集中打击
新型网络犯罪，深入开展“断卡行动”

“净网行动”，着力铲除网络黑灰产业，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高发
态势；着力提升打击防控效能，坚决维
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刘晓杰）

召开作风纪律大整顿
暨以案促改动员会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召开作风纪律大整顿活动动员暨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传达了《牧野区人
民法院作风纪律大整顿活动实施方
案》，对全院作风纪律大整顿活动进行
安排部署，并通报三起典型案例，对全
体干警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

（常丹阳）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殷康焕 郑迎莹）“感谢
住建局同志的耐心调解，才让事情
处理得这么顺利！”近日，一起物业
纠纷在禹州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的认
真调解下得以成功化解。

据悉，今年以来，在许昌市法治
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
禹州市行政调解融入行政执法制度
试点工作开展扎实有效，梳理出行
政调解事项清单 27 项，涉及法律法
规规章30余部，便于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及时、准确、依法参与行政

调解，高效发挥行政调解柔性化解
民事、行政纠纷作用。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禹州市
共调解涉及劳动争议、物业管理、医
疗卫生、消费者权益等民事纠纷675
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这个试点是许昌市法治政府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对禹州市进
行培育指导的有益探索。

“行政调解融入行政执法制度
试点工作是法治河南（法治政府）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深入推进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客观要求，是化

解矛盾纠纷、促进平安建设的有效
方式，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指导督导
力度，督促禹州市深入开展行政调
解融入行政执法制度试点工作，加
大行政调解告知引导文书、典型案
例宣传等工作落实力度，充分发挥
行政机关在化解争议纠纷中的作
用，推动行政调解融入行政执法制
度试点工作提质增效，为中原更加
出彩和许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许昌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许昌市司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杨方晓说。

推进行政调解融入行政执法试点工作
许昌市

●北京观韬中茂（郑州）律师事务

所遗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041001900204，发票号码398

87169，发票金额8000元声明作废。

●河南平安运输集团周口市伟利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豫PD2575营运证

丢失证号411620085907声明作废。

●陈坤，实习单位：北京市惠诚

（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证遗失，

证号:16012007118121声明作废。

●虞城县禾源粮食贸易有限

公司不慎公章 4114250018452

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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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7

891639730）营业执照正副本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汝州市二维电子产品经营部

财务专用章 4104820012744 丢

失，声明作废。

●2010年9月20日出生的卢嘉

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092458，声明作废。

●新蔡县顿岗乡吴张庄村展岗

组赵朋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丢失，证号41172920721502

0059J，声明作废。

●郸城县石槽镇丁海涛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第188710号，声明作废。

●商丘方保贸易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华源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豫P5346挂、豫P4892挂

营运证丢失，证号411620079680、

411620061851，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5 日出生的宋

语凝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730442，声明作废。

●2018 年 7 月 2 日出生的宋语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67342，声明作废。

●2018 年 11 月 18 日出生的孙

晓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17490，声明作废。

●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由河南森苑园林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的新密市大中型水库移

民避险解困项目八标段已于

2018年4月通过新密市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局验

收合格竣工,请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

公告单位或该项目部结算人工

款、材料款等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逾期将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公司

项目部联系人：王冠祥，电话：

13803851020。特此公告。

河南森苑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因教育体制改革伊川县新时

代精英学校(证号:52410329MJY

9782885)名称变更为：伊川县新时

代高级中学，业务范围由全日制高

中、初中、小学教育变更为普通高中。

变更公告

●2020年10月26日出生的孙

星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569135，声明作废。

●2017年8月30日出生的白津

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59377，声明作废。

公 告

●禹州市金辉矿业有限公司职

工杨晓东、李振安、赵艳霞、吴营

芳、冯会央、冯晓龙、王占京、康

月娥、付朝悬、王延辉、郭留兴、

陈楼、陶铁蛋、王小强、牛百良、

郭全发、李作周、李书尧、高青

义、高振荣、赵启敏、陈彦峰、李

文成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去禹州

公证处领工资，逾期找杨向上领。

禹州市金辉矿业有限公司

●郸城县城郊乡罗永祥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第052740号，声明作废。

●西华县清河驿乡绍常生活超市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编号：

JY1411622000444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