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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刘志超）自
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和“学树
比争”活动以来，平顶山市石龙
区委政法委把为群众办实事作
为 有 效 载 体 和 抓 手 ，千 方 百 计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解 难 题 ，不 断 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持 续 推 动 民 生 保 障事业再
上新台阶。
为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该区区
委政法委联合昱丰中医院，深入

龙兴街道泉上社区，开展健康义
诊和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利用多
媒体课件为群众讲解心肺复苏
等急救知识，并免费进行血糖检
测、把脉检查、健康咨询等。
区委政法委、区法学会、区
平安办工作人员为现场群众发
放平安建设宣传资料和普法手
册，让群众在接受义诊的同时接
受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强法治
意识。当天，共讲授心肺复苏等
急 救 知 识 28 人 次 ，义 诊 120 人

推动强制报告制度
落地落实
本报讯 为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自最高检同民政部等九部门会签《关于建
立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以来，巩义
市检察院加强组织、完善机制、突出重点、强化
宣传，积极推动制度落地落实，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多方联动，凝聚合力。该院联合公安、教
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召开联席会，对制度全面
解读，共同签署承诺书，并明确，若发现未成年
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性侵等不法侵害的，应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检察机关举报。
健全机制，快速响应。各单位指定专人作
为强制报告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沟通。对发
现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
第一时间向公安、
检察机关报案举报。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及
时处置，快速办理；未达立案标准的，联合妇联
等部门积极开展经济救助、
心理疏导。
突出重点，全面覆盖。将宾馆、洗浴中心、
酒吧等场所作为监管重点，明确按照“五必须”
规定，严格落实询问登记、异常巡查、强制报告
等义务，
告知违反相关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强化宣传，共防共促。在全市中小学校开
展强制报告制度法治宣传，增强教职工报告意
识。在社区摆放展板、向群众发放宣传册，设
置 24 小时举报热线，为各界参与执行强制报
告制度提供便捷途径。
（康永斌 赵玮）

次，医护人员上门就诊 5 人次，
发放平安建设宣传资料 1000 余
份（套）。
“下一步，
将进一步做深做实
做细‘能力作风建设年’和‘学树
比争’
活动，
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统筹做好信访维稳、
平
安建设、过硬政法队伍建设等重
点工作，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
福感、安全感，奋力推动平安石
龙、法治石龙建设再上新台阶。”
石龙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区法
学会会长车昱茜说。

检察干警陈冬晓

获评鲁山县“优秀退役军人”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李浩胜）近日，鲁山县召开迎“八一”暨退役军人
事务和“双拥”工作表彰大会，鲁山县检察院干警
陈冬晓获评鲁山县“优秀退役军人”。
陈冬晓，中共党员，退役军人，2009 年应征入
伍，2015 年退伍后进入鲁山县检察院工作，现任综
合业务部干警。
加入政法队伍以来，陈冬晓勤奋刻苦，扎实工
作，兢兢业业，尽自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根据
单位工作需要，她主要负责案件通报、接待律师、
党建等工作，并结合工作实际，边工作、边学习，
边实践、边总结，快速掌握了业务系统的操作流
程。她应用大数据思维探索检察业务工作，紧紧
围绕“管理、参谋、监督、服务”的案件管理工作职
能，充分发挥统计报表的作用，对数据进行汇总、
研判、整理，让这些数据在每月、每季度考核中起
到关键作用，为院领导提供第一手决策资料；坚
持督促与服务并重，在促进规范执法、提升办案
成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院党组工作部署
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为提升检察工作水平打
下坚实基础。
戎装虽脱，军魂仍在。多年来，陈冬晓转业不
转志、退役不褪色，始终保持军人优良作风，践行
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在工作岗位上继续站排
头，当标兵，作表率，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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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晓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分公司与被告高晓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且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汝州市人民法院钟楼法庭（民事第
五审判团队）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伟、邢军伟：本院受理原告鲁强保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1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冢
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为民、邢军伟：本院受理原告鲁强保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1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冢
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铁伟、齐娜：本院受理原告刘石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1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冢头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自豪：本院受理原告李雪敏诉你、张中岭、王月立、申
静、张明浩、张丹冰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0425 民初 1419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中
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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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元庆：本院受理(2022)豫 1202 民初 1594 号原告郑宽华
与被告马元庆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202 民初 159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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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9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0 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rv://sfr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
新密市刘寨镇湖东路东侧御都 11 号楼 1 单元 5 层 501 号
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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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员工，因长期旷工，经多
次联系未果，限 2022 年 8 月 11 日前到我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
同相关事宜，名单如下：
郑小强、赵洋洋、王胜利、范兴华、李耀磊、温亚隆、王佳佳、
朱朋飞、
田智国、刘兵兵、
于利伟
以上人员自登报 30 日内，自行到新义矿业指定医院参加
离职体检，逾期未参加者，视为自动放弃；若今后查出职业病相
关病情，
职工本人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联系电话：
0398-5873130
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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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格，
41272419960207492x ●河南邦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山位于舞阳县人民西路北 ●沈丘县广通通信工程有限公

注销公告

4116240008
不慎遗失河南建业城房地产开发 不慎丢失公章、财务章、法人 侧商贸城房屋所有权证 201600 司公章丢失，编号：
816，
声明作废。
528
号
，
土
地
证
20015869
号
丢
声明作废。
号码：章，
●郑州市宇华实验双语幼儿园食 有限公司开出的收据一张，
●舞阳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发
声明作废。
●罗加（413024196411176316），失，
●郑州东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元,声明作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3410 2217450,金额：
票章（编码：4111210016715）不
购买潢川县东方半岛小区第 7 ●杞县百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22
慎丢失，
声明作废。
1010519190)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息县赵汉义平价超市营业执
幢 1 单元 1502 号房，商品房备 豫 BL7169 营运证遗失，证号：
●鹿邑县王皮溜镇刘大庄行政村赵心
统一代码：
9241
●邢云飞，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 照正副本丢失，
MA46HXUR4K）经决定拟向登
声明作废。
案合同不慎丢失，合同备案编 410221008682，
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
证号
声明作废。
网络安全支队，警官证（警号：1528MA42NPX0X8，
号201608280297，
声明作废。 ●鹤壁市畅运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NO.D4116280198540，
声明作废。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河南邦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蔡县运安网约车服务有限公 FC2707
118388）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410621044441）
、
豫FC696 ●卢氏县坤钢矿业有限责任公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虞城县欣伟食品有限公司公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司公章4128250016896，
6 410621043891）、
豫FL200挂（410 司公章遗失，编号：4112240101
声明作废。 （
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营运证均遗失，
声明作废。 625，声明作废。
●资深心理咨询：15538165106 621043892）
章丢失，
声明作废。
J5084000787601，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