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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职工除名后应及时转
移档案吗？

多年前因国营企业改制，我所在单位的大
多数职工被告知回原籍待岗，在待岗期间单位
以旷工为由将我秘密除名。当时我的户籍在
河北省唐山市，单位将我秘密除名后不但未按
当时的法律规定将我的档案移交给户籍所在
地的劳动部门，还在三年之后、在我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我的户籍迁移到了山西某个县城，由
于我和山西某县没有任何关系无法落户，就给
我虚拟了一个户籍住址。原单位“神通广大”
的违法行为给我造成了严重损害，我提起了诉
讼，后来法院判决原单位赔偿损失并依法转移
档案，但原单位只赔偿了损失不转移档案，负
责执行的法官为了结案，请求山西某县劳动就
业局接收档案，该县就业局同意接收但声明不
对档案进行审核，说即使转来的档案袋里面是
一沓餐巾纸也不予审核，只原封保存，不对后
果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是该县不是被除名时的
户籍所在地，且后来迁移到该县的户籍住址是
虚拟的地址，同意接收是为了给法官一个面
子。我认为该县就业局不进行审核的原因是
避免以后背黑锅，因为原单位是国营企业，不
能排除相关人员为了私人目的在转移档案的
过程中恶意做手脚故意留下隐患，就像路边补
车胎的故意在马路上撒碎玻璃一样。

请问，因除名未及时转档造成的损失以及
对不能办理社保的后果应由谁承担？转移档
案是否需要本人配合？山西某县劳动就业局
接收档案不进行审核是否合法？

答：第一，按照《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
规定》的规定，企业除名职工应在一个月内将
其档案转移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劳动部门。
原单位除名职工未转移档案属于程序违法，
不但应赔偿损失而且仍应履行转移档案的法
定义务，若因除名时未及时转移导致之后档
案无处转移，原单位应采取补救措施，若导致
无法办理社保，后果应由原单位承担。第二，
因工作调动而转移档案需要本人进行配合，
因除名而转移档案无需本人配合。第三，山
西某县劳动就业局没有义务接收你的档案，
因为该县不是你被除名时的户籍所在地。如
果该县劳动就业局自愿接收档案但不依法进
行审核，显然不合法。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既然走出去了，也设置了明确的标签，
如何吸引更多粉丝的关注并使他们长期关
注下去，这才是关键。

@焦作交警微发布的小编表示，提高
粉丝黏性的方式很多，但是无论何时，无论
政务还是服务，内容永远是王道。因此，他
们尤其注重内容的选择。

首先，注重发布内容的时效性。要根
据市民对新政策、新规定、新内容了解的需
求，第一时间发布权威的、翔实的信息，同
时可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辟谣等。例如，
其 12 月 8 日发布的《这些关于整治车辆乱

停乱放的信息都是谣言》，提醒大众不要轻
信网络谣言，随意造谣将受法律制裁。

其次，提升编写水平，创新形式，做群
众喜闻乐见的原创内容，也有助于提高影
响力。例如，@焦作交警微发布发布的《望
着窗外交警儿子挺直的身影 这位母亲感慨
万千 忍不住流下眼泪》，通过一张交警随手
用手机拍摄的母亲透过警亭玻璃看交警儿
子执勤的照片，结合心理描写，将一个母亲
对儿子的挂念、心疼和成熟夹杂在一起的
场景描写得让人特别有触动，更增添了对
交警辛苦的理解和赞许。

抓住机遇 主动走出去
@焦作交警微发布的小编告诉河南法

制报记者，想做到有影响力，就要主动走出
去，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自己的存在。所
以，他们抓住了以下机遇：结合交警工作实
际，如交通安全“六进”宣传等，多渠道宣传
推广，扩大影响力；结合交警车驾管业务办

理、驾校培训等，让广大驾驶人员关注本地
交警官方微信。为此，他们在@焦作交警微
发布的主页面菜单栏中设置了《便民服务》
栏目，包含了驾驶证信息查询、驾驶人模拟
考试、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等方面内容，为广
大驾驶人员获取相关信息提供了方便。

设置标签 方便阅读和编辑
关注@焦作交警微发布所发布的微信

内容，不难发现，其在发布的大部分微信的
标题前都加了“微警示”“微资讯”“微发布”
等标签，这有何用意？这些标签针对哪些
内容呢？

@焦作交警微发布的小编告诉河南法
制报记者，之所以进行标签区分，一是为了
方便大众阅读，让大众一眼就能看出一条微
信的侧重点；二是为了方便小编进行内容编
辑，通过不同内容的组合，形成较为完整的

微信主体。例如，“微警示”“微提醒”主要针
对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进行内容编发，并配有
相关提醒和普法内容。“微资讯”“微聚焦”和

“微关注”主要是针对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
政策制度进行宣传。“权威发布”“微发布”主
要对公安部交管局、省交警总队、焦作市公
安局和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文
件、政策进行宣传。“微曝光”主要对本地发
生的典型事故案例、交通违法企业、交通违
法驾驶人进行曝光，起到警醒作用。

注重内容 提高粉丝黏性

@焦作交警微发布

好内容才是吸粉的关键
从与网民做朋友，到开设政务微博，喊

网友来“挑刺”，再到尝试政务微信，近年来，
焦作交警不断创新为广大市民服务的方式，
进一步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据焦作市公
安交警部门人员介绍，焦作交警官方微信平
台——@焦作交警微发布于2013年5月正式
开通，目前粉丝数近20万。他表示，微信通
过“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互动性强，可以更

好地宣传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利于增
进警民沟通和交流，传递社会正能量。

通过悉心经营，自开通以来，@焦作交警
微发布的综合影响力和宣传力稳居焦作市
政务官方微信中排名全市首位，在2017年河
南政法微信排行榜年度总榜中排名第四。
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焦作交警微发布
积累的特殊经验，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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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人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关虎屯信用社于2015年12
月16日缴纳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35515元、47734元、62069元，所出
具 的 票 号 分 别 为 32087741、
32087742、32087743 的《河南省
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罚没收
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
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
本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郑州市方园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交纳的
诉讼费—案件受理费41490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0785095的《河南
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罚没
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丢
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由本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
单 作 废 明 细 ：1、单 证 编 码 ：
OPS-NB-N011；2、单证名称：保
单正本（银保保险单）；3、单证号
码 ： 00133080、 00133622、
00133797、00134285、00172052、
00172423、00172541、00172597、
00172598、00173385、00174217、
00212628、00212674、00212675、
00212676、00212686、00212687、
00212688、00214637、00214765、
00214849、00214890、00215055、
00215243、00215730、00215731、
00215732、00216128、00259357；
以上保单号作废，特此声明。
●周整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674385，声明作废。

●本人于艳锋，洛阳
市伊川县城关镇人，
于2012年10月的一
天晚上，在伊滨公园
散步时看到一女婴，
当时用红色褥子包着，里面写着孩
子出生日期(2012年9月16日)的
纸条，收养至今，取名李紫玉，请孩
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即日
起持有效证件与伊川县城关派出
所联系，电话：0379-68357819。

●刘霞子，女，河南省新安
县北冶镇人，于2007年4
月11日在新安县城关镇
东关桥头抱养一女婴，取
名刘文育，现寻找孩子
亲生父母，有知情者请与北冶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0379-67388110
●侯丛丛，女，河南
省新安县北冶镇人，
该于2014年10月经
人介绍在新安县城
关镇河南村抱养一
女婴，取名李婉婷，现寻找孩子亲
生父母，有知情者请与北冶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0379-67388110

●安阳市紫薇戏剧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5MA44
NCUC5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了清算组。请
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赵运广 手机：13598116429
●汝南县瑞祥顺达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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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673572，声明作废。
●贾煊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674303，声明作废。
●王悦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R410870555，声明作废。
●王梓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1950650，声明作废。
●张雪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1170008，声明作废。
●2018年8月24日出生的吴家
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75815，声明作废。
●2012 年 1 月 25 日出生的吴
馨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55047，声明作废。
●席文选位于吉利区西露花园
30-1-202的契税完税证丢失，
识 别 号 410306196610050530，
面积72.02㎡，声明作废。
●畅通路桥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发票丢失，票号 07584138
代码041001800105，声明作废。
●2018年10月2日出生的刘泽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44450，声明作废。
●比亚乔摩托车销售店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141001620076，票号00539558-
00539567，共10份，声明作废。
●2018年2月2日出生的李一
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60830，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保持联系延安路烫
染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305600032872，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祥茂烟酒商行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93603021897，声明作废。
●2011年3月27日出生的张嘉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537641，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冠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豫D5036A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0423004030，声明作废。
●巩义市瑞雪彩色水泥有限公司瑞
鑫分公司公章于2018年12月26日丢
失，编号4101810057578，声明作废。
●巩义市瑞雪彩色水泥有限公司
公章于2018年12月26日丢失，编
号4101810001542，声明作废。
●西峡县天胜电脑电料门市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323613065930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李军童衣坊,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4101
05197312180510），声明作废。
●李秀乾不慎遗失《法律服务
工 作 者 资 格 证 书》编 号 为
037200096，声明作废。
●缴款人郑州永基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在新
郑法院缴纳的诉讼费8800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3209862的《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联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华源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豫PX2072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74917，声明作废。
●许昌美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000353434680N）
增值税发票领购本遗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汝南县瑞祥保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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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聚福圆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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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绿野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文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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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鲲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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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星雨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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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金杞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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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锦雍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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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元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 91411681MA3XCA7U51）经
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百汇联盈养猪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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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广森木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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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顺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拟
向主管机关登记注销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登记特公告
●河南大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拟
向主管机关登记注销各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登记特公告
●长葛市通力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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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兆鹏石化有限公司（统一代码
91410306589712886A）经股东会
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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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兆弘石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3063494915351）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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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瑞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0421MA4562BJ2H经股东
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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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邦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1323MA3XFW6F2F经
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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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瑞祥牧业有限公司种公猪站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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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1007457680814经
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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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