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职能 服务大局 南阳检察机关在行动（二十二）

邓州市检察院
以信息化提高侦查工作水平
本报讯近年来，邓州市检察院不断提高侦

查技术使用意识和技能水平，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助推、引导侦查，推动侦查工作深化转型。

以情报信息引导系统性办案。该院通过对
情报信息开展行业性分析，找出有价值、成体系
的案件线索，注重分析该类线索暴露的监管漏
洞和反映的岗位、部门、行业权力运作规律，进
而选取查办重点领域和对象，系统化突破。
2015年以来，该院通过情报信息类型化研析，先
后立查房地产、涉农、医药等领域的贪贿案件10
件12人，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以情报信息引导个案深挖。该院注重最大
限度发挥情报信息的侦查引导及推进作用，使
信息情报的运用贯穿办案各环节，努力促成案
件深度突破；在办案过程中以情报信息引导快
速突破，充分运用技术信息化手段及时获取涉
案信息和背景资料，深入研判，紧盯焦点，强化
信息技术指引，快速确定证据，形成证据链条，
达到以快制胜。

以情报信息引导挖窝带串。该院不局限于
对单个案件的查处，而是依据技术信息化手段
获取的足量情报信息，立足行业类推、部门合
并、整合分析，尽量由此案查彼案、由个案查类
案、由类案查规律，努力做到破一点、连一线、成
一网；如通过信息化手段，由个案查系统、由类
案查规律、由大案查关联，该院一举查办了该市
房地产领域贪贿窝串案，达到了“办一案、带一
串、挖一片”的效果。

（程晓轲马海洋）

镇平县检察院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本报讯近年来，镇平县检察院控告申诉部
门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
念，认真履行控申检察职责，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纠纷，妥善处理各类涉检信访，不断加大硬件软
件建设力度，努力探索创新工作机制，连续8年

保持“零上访”。
着力促进形成大控申格局。该院主动加强

沟通联系，形成了横向互动、内外联动的“大控
申”工作格局。对内，下好该院控申“一盘棋”，
凡涉及业务工作的信访问题，由相关部门配合
控申科共同接待、共同查处、共同息访；对外，形
成地方控申“一张网”，控申部门主动参与党委
政府的信访信息网络，与信访部门及有关单位、
基层组织加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掌握相关信
访动态，共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对
上，形成上下控申“一条龙”。凡可能发生的越
级涉检上访，该院及时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报告，
争取指导、帮助和支持，及时采取防控化解措
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了越级涉检上访的发生。

苦练控申业务技能，提高干警业务水平。
多年来，该院控申部门一直坚持每周安排集中
学习和个人自学，每月进行信访形势分析，每季
度进行业务工作研判，每半年进行业务工作“回
头看”；同时，结合控申检察职能，一人选择一个
专题进行研究，集中讨论、交流，形成浓厚的学
习氛围，使干警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

（李丰翠）

方城县检察院
强化“责、能、廉”打造好班子
本报讯为打造一支过硬的领导班子，确保

党组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方城县检察院通过落
实领导责任、狠抓素能提高、廉政监督等三项措
施，有效加强了院党组的整体素质建设。

在民主集中制建设中，该院强化了领导
责任，重视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
精神的贯彻落实，扎实推进班子自身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明确了各级领导的责任，
强化目标考核。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后，该院按照责任内容，要求班子成员定期与
干警谈心收集意见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对干
警提出的问题必须限期答复并进行记录，对
干警讨论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经集中研究后
进行书面答复，主要领导签字，解释决定的原
因，如因领导出现违规违纪问题，按照规定追

究领导责任。
在班子成员素能提高中，该院在加强学习

的同时，把领导培训作为一项重要手段加以落
实，通过拓展训练、计算机培训、人人参加讨论、
人人开展调研活动等措施，不断增强服务大局
的能力和水平。

纪检部门和干警监督是该院加强班子成员
认真执行廉政建设规定的重要措施，该院由纪
检监察部门同志列席检委会和党组会，对院重
大决策进行监督，特别是在重大人事调整、重大
经费开支等活动中，由全体干警大会推举人员
组成监督小组对班子成员进行监督，进一步促
使班子成员廉洁自律，正确对待手中权力，做到
慎用权、用好权，真正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葛保中时国庆）

南召县检察院
三措并举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本报讯近年来，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逐

渐增多，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纠纷，为此，南
召县检察院坚持三措并举，妥善处理农民工维
权纠纷案件，真正实现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
护。

针对农民工运用法律追讨拖欠工资缺乏了
解的实际情况，该院干警进入企业、社区、广场
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重点宣传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将为农民工
讨薪法律服务受理范围、条件、工作流程等印刷
成宣传单，同时也宣传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典
型案件，使农民工学会运用法律，借助法律援助
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该院通过整合有限资源，形成合力，提升服
务能力。该院开辟了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工
权益的案件在控申部门安排专人受理接待，方
便农民工第一时间反映相关问题，并做好记录，
及时给予回应；并联合民行科、办公室、控申、预
防等相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做到信息互
通、工作互动、各尽所能。

该院紧紧围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探索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该院与县法院、司法局、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律协建立起专门沟通渠
道，及时掌握农民工维权信息，积极为农民工的
维权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该院向农民工发放
了检民联系卡，公布控申受理电话，民行科干警
电话和个人QQ邮箱，使农民工随时随地都能
获得法律援助相关信息。（段文聪 巩向慧）

西峡县检察院
找差距补短板

聚焦案管考评精准发力
本报讯近日，西峡县检察院认真落实南阳

市检察院案管办会议精神，从提高个人素能、紧
扣工作重点、建立长效机制三方面入手，推进案
管工作上台阶。

组织学习，提高案管人员素养。该院案管
办将近年来高检院、省检察院、市检察院下发的
有关案管工作的文件装订成册，发给全体案管
人员，每天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集中学习，培养
全能案管人。

精准发力，聚焦解决突出问题。针对省、市
检察院下发的案件管理工作考评办法，该院案
管办对本年度所有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执行回
执等外来法律文书进行扫描，做到专人负责，并
上传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对尚未进入庭审程
序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凡卷宗中显示有涉案
财物的，均要求侦查机关在一周内进行补充移
送，由专人进行系统录入入库、出库登记；指定
一名业务能手，全天候对业务程序和办案期限
进行全程跟踪和监控,对案件办理中出现的违法
违规情形进行监督，对办案流程节点进行实时
监控。

周密部署，建立案管长效机制。该院案管
办对案件统一审查受理，对复杂、疑难案件组织
相关业务部门共同商榷处理；外来文书一律由
案管办接收，并及时扫描上传至业务应用系统；
退查案件一律经过案管办审查，对空退、空查案
件严格落实办案责任，对承办人发送案件流程
监控通知书，情节严重的，通报相关诉讼监督
部门，并报告检察长。

（马志全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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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宜阳县顺风加油站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70
00017212，声明作废。
●南阳好运来新能源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
4113253176423783，声明作废。
●长葛市市区供销合作社建材日
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082000021926声明作废。
●长葛市辣些年小吃店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0
82MA444CT4X2，声明作废。
●2017年4月17日出生的谢梓
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01096，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4日出生的郑梓
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37622，声明作废。
●河南省商城县厚普科教仪器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
3027195311200010，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12日出生的李
恩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52629，声明作废。
● 债权转让通知
冯照群、鹤壁市建筑材料总公
司：我公司对你及其公司享有
的债权本金20万元及利息已
转让给刘汉新。特此通知。

河南海湾投资管理公司
2017年11月21日

●民权县莎芙思珠宝销售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1421MA3X4Y7Q
46)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锦绣神州百货
贸易商行（注册号：4101016001
46861），发票代码：1410014200
43；普通发票51963747-51963
750号4张、03875937-038759
61号25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1年2月23日出生的刘子
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80758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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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保安服务公司安防器材经
营部，注册号411600000008636
经公司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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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聚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11692100005552，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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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安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692000006554，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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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莎芙思珠宝销售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421MA3X4Y7Q46)经公司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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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奥澜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
2MA3X6TL08Q）经研究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 声 明
近日,我公司接到有关媒体记者
通知,获悉有人冒用万仁药业的
名义从事涉嫌非法传销活动。
对此我们严正声明：1、河南万仁
药业有限公司是经过国家相关
部门批准的生产销售与一体的
正规企业。2、我公司成立以来,
所有产品,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
的直销,及非法传销的活动。3、
此事与河南万仁药业有限公司
毫无关联。4、对冒用河南万仁
药业有限公司名义进行非法传
销活动的不法分子,请立即停止
不法行为。对我公司声誉造成
的恶劣影响,公司保留依法追究
其相关责任的权力。5、望广大
消费者相互转告,提高警惕,一旦
发现及时向当地工商、公安等机
关单位举报,谨防受骗,如因此上
当受骗,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
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河南万仁药业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1日

●郑州翔涵豫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6年3月3日出生的蒋熙
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903097，声明作废。
●2015年5月18日出生的刘昊
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07206，声明作废。
●2015年10月31日出生的李
嘉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067892，声明作废。
●内乡县华磷物流有限公司豫
RF1937、豫RQ283挂营运证丢
失 ，证 号 411325025414、
411325025415，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30日出生的王
依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42135，声明作废。
●2017年5月26日出生的陈安
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30436，声明作废。
●杨秀连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11007102343，声明作废。

●邢炎华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丢失，证号4128281
98212124537，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冯春苖营业执照
（注册号411081628438704）正
本丢失，声明作废。
●2010年10月11日出生的秦
新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151068，声明作废。
●项城市雅之韵服装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681MA3XJLDF9
R）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泌阳县聚福农资销售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91411
726MA3X9LE590，声明作废。
●漯河市天飞客航空植保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91411122MA3X
BHCN3L）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众惠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豫P36973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7272，声明作废。
●虞城县吉发量具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396837738N，声明作废。
●宜阳县鹏威工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91410327574966672N）、
税务登记证（41032757496667
2）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民权县北关镇方磊家庭农场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1000020137，声明作废。
●上蔡县裕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
1722NA002502X，声明作废。
●张永生位于通许县密杞路西段
南侧的房产证遗失，证号：0037
69，声明作废。
●高秀真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119641106004122，声明作废。
●苗帅艳残疾证遗失，证号：410
329200808002621，声明作废。
●李哑巴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470903294071，声明作废。
●朱清正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820413573143，声明作废。

●张华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20929453443，声明作废。
●朱宝江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521023061244，声明作废。
●胡桂华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500420298344，声明作废。
●新蔡县森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1729317331692，声明作废。
●虞城县腾达工量具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097803802N，声明作废。
●2014年4月8日出生的李凯
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65133，声明作废。

●范县坤达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26MA
40MW1J31)经公司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华夏旗袍会驻马店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注册号41170000006
4530（1-1）），驻马店市优伊会商
贸有限公司（注册号914117003
562118887（1-1）），驻马店市三
易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914117
0035621195XT（1-1））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以上三公司解散并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清算小组
自2017年11月21日开始对公司
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相关
手续。未接到通知以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债务。地址：驻马店市置地大
道与乐山路交叉口西北角第五大
道商务酒店三楼。联系人：付峰。
电话：13839650933，特此公告。
●固始远见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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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茂益信商贸有限公司拟
向主管部门申请注销，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为91410526MA410
B4G1A望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清算债权，联系人:张洪
瑞，电话13523300939。

●河南省天亿源动物药业有限
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
发票代码4100152320，号码08
330006，08330020，声明作废。
●项城市建芳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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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县鑫昌亿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023MA3XC4
4Q7Q）经股东研究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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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千优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代码914113260
95148912B）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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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新百通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6
397139683J）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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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龙泰祥实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000000030848）经股
东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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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浩龙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1023000010395）
经股东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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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桑村合喜大棚蔬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拟向主管部门
申请注销，注册号为410526NA
000264X，望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清算债权。联系人:李
合喜，联系话:15294655908。
●临颍县餐餐调味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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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成员
大会于2017年11月18日决议解散
合作社，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许昌美好家园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1000MA3
XFB8B5B）经股东会议决定，拟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壹仟万元整
减至叁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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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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