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学宪法一起学宪法

司法 之窗 市司法局
主办

漯河日报社
协办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编辑：左晓艳 7本版信箱：lhrbwxq@126.com 法制时空

2

■文/图 许 乐
学习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必须

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我市突出领导干部宪法学习宣传，通
过健全学法用法制度、开展宪法专题
讲座、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创新形
式，多措并举，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宪
法法律意识和依宪执政、依宪行政的
本领。

强化制度约束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市委高度重视宪法学习宣传工
作，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落实“两个维护”，推动宪法学
习宣传不断取得新成效。

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
普法办、市司法局先后联合印发 《关
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
实施方案》《漯河市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考法述法办法》 等文件，进一步健
全工作制度，改进工作方法。今年以
宪法修正案公布实行为契机，完善了
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法、日常学
法、法治培训、法治考试、向宪法
宣誓等制度，着重突出宪法这一重
要内容，突出尊法这一关键环节，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宪法学习成为广大干部经常、
自觉的实践。

随着宪法学习宣传的不断深入，

市普法办总结经验、强化举措，确保
对重点普法群体、重要工作环节精准
发力、提质见效。今年 9 月，市普法
办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
人大会常委会办公室、市教育局、市
司法局印发 《关于推动宪法学习宣传
教育活动深入实施的通知》，对领导
干部和青少年两个重点群体，提出八
项普法规定动作，用制度保障宪法学
习宣传实施常态化。10月18日，市普
法办召开全市迎接中央宪法学习宣传
实施专项督查工作推进会，对宪法学
习宣传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
一步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工作要求，
将宪法学习宣传工作推向了纵深。

加大培训力度
切实学懂弄通做实

领导干部带头尊宪、学宪、守宪、
用宪，就会成为引导群众尊重宪法法律
权威、自觉守法用法的重要带动力量。
我市将宪法列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会前一刻钟、重大事项决策前
学习内容，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培训课程，通过大规模、多层
次、全覆盖的培训，引领领导干部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

8月7日，市委举办河南法治大讲
堂 （漯河专场） 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集体学习 （扩大） 报告会，专题学
习宪法及宪法修正案，市四大班子领
导，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
各部委、市直及驻漯各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8月30日，市委常委会
（扩大）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使之成为推进依法治市的
行动指南。

各县区、市直各单位把宪法学习
宣传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
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年度工作要
点。市政府办公室利用集体学习时
间，邀请市政府法制办领导为市政府
办公室干部作宪法知识讲座。市质监
局、市工商局、市史志档案局等单位
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会议，对宪法修
正案进行讨论和专题学习。市司法局
党组开展宪法学习宣讲活动，班子成
员认真备课，逐一宣讲宪法，谈学习
体会。各县区组织科级领导干部进行
宪法专题培训，全面增强领导干部宪
法法律意识和依宪执政、依宪行政的
本领。

目前，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领导
班子学宪法、宪法集中学习培训等活
动350余场次，市普法办为全市领导干
部发放宪法读本2000余册，有力提升
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实际效
果，推动全市形成了尊崇宪法、学习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
法的浓厚氛围。

突出“关键少数” 确保不漏一人
——我市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纪实之一

组织领导干部进行宪法知识考试。

11 月 5 日凌晨 4 点 50 分，郾城
区人民法院院内灯火通明，警灯闪
烁，该院 40 名执行干警、8 辆警车
集结完毕。随着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滕宝成一声令下“开始行动！出
发！”该院“最后决战 冬季攻势”
集中执行专项行动拉开帷幕。

此 次 集 中 行 动 ， 该 院 特 邀 省
人大代表詹耀轩，省、市级多家
媒体共同见证、监督。截至上午 9
点 10 分，历经 4 个多小时，执行
队伍辗转十多个村庄、社区，拘

留失信被执行人 8 人，扣押车辆 2
辆。

滕宝成表示，下一步，该院将
继续集中优势力量攻坚执行，运用
信用惩戒机制，通过司法拘留、联
合信用惩戒等强制措施，大力推进
案件执行，并把执行专项行动作为
一项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定期与
不定期、大规模或小组行动等方
式，惩治躲债“老赖”，切实保障申
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齐江涛 张林军

郾城区人民法院

为深入推进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
定，近日，市消防支队约谈辖区大型商
业综合体负责人，就进一步加强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落实火灾防范措施进行强
调、部署。

在约谈中，市消防支队要求，要切
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各单位要以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消防安全责任
制实施办法》为契机，大力推进单位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成立由产权单
位、管理单位法定代表人为组长的消防
安全管理组织，与各经营主体、使用单
位逐一签订责任书，逐一明确各方消防
安全责任。每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必须配
备1~2名专业消防管理人，专职负责消
防安全，并逐楼层、逐区域，明确并落
实重点岗位人员和员工的消防安全职
责。

要切实做好防控工作。各单位要
结合实际制订更加严格的消防管理规
定和技术标准，提高商业综合体设防
等级。要大力推行规范化、标准化消

防管理，建立更加严格的消防管理制
度。加大日常防火巡查力度，增加检
查频次，切实做到平时管得紧、关键
点管得严。

要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和教育。各单
位要定期对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消防安
全培训，提高单位员工的消防安全意
识，使其牢牢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同时
在单位内部明显位置张贴消防宣传海
报，做好消防安全“三提示”工作。

张 伦

市消防支队约谈大型商业综合体负责人

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治理

近日，郾城区司法局在开展日常
监督管理教育过程中，发现社区服刑
人员丁某和侯某没有按时进行报到并
缺少周电话汇报，便及时与当事人和
家属进行电话联系。得知二人因病住
院后，该局社区矫正中心及司法所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了走访看
望。

走访中，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了他
们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
以及当前思想状况，并针对侯某在工

伤方面的一些疑虑进行了解答。二人
表示，一定会严格遵守社区矫正规
定，按时提交病情报告，服从司法所
监督、管理和教育。

针对侯某和丁某一样的社区服刑
人员，该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开展
走访看望，定期电话寻访，并做好记
录，全面掌握其思想动态、身体状
况、家庭生活等情况，为做好教育和
管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张荣博

郾城区司法局

关爱社区服刑人员

近日，舞阳县依法治县办公室组织普法讲师团成员和九街镇司法所工作
人员，到桥张村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册600余份。 王煊赫 摄

近日，召陵区司法局志愿者走进社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宣传页，开
展宪法宣传活动。 郎笑笑 摄

11月6日清晨，源汇区人民法院
启动“最后决战 冬季攻势”集中执
行专项行动。

该院执行干警冒雨行动。在泥泞
的乡村，第一个失信被执行人在睡
梦中被拘传；在市区某居民小区，
晨练归来的被执行人被执行干警带
回接受执行；在街道公告栏处，执
行干警在张贴“老赖”大头贴和执
行通告；在执行办公室，执行法官

对被带回的被执行人进行询问，排
查执行线索。

当日集中执行专项行动中，该院
出动警车 12 辆、56 名执行干警，拘
传 7 人，拘留 2 人，达成和解 4 案，
现场履行 7 万余元，执结案件 2 件，
张贴大头贴和通告150份。

省人大代表胡亚萍见证了此次执
行行动。

陈 戈

源汇区人民法院

11月7日凌晨4点30分，当人们
还在酣睡时，召陵区人民法院执行干
警已经集结完毕，向失信被执行人的
所在地出发了。

这次行动共出动警车9辆、干警
50 人。执行人员奔波三个半小时，
先后周转五个乡 （镇、街道），共拘

传被执行人7名，司法拘留4人，当
场履行1案，扣押涉案车辆2台，张
贴履行公告和“老赖”大头贴 50
份，执行到位64万元。

省人大代表翟战福、区人大代表
柳洪涛全程见证了此次执行行动。

袁刻攀

召陵区人民法院

漯河执行 雷厉风行 守护正义 风雨兼程

1111走近走近 9

提取租金及办理付款手续告知书
王亚娟：

2009年，我公司租赁了河南吉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吉利公司）位于漯河市
郾城区淞江路【漯国用（2008）第001970号】的土地使用权，签订了租赁合同，租期
20年，我公司投资，在土地上建设了加气站，按期支付了租金。

你通过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参与竞买，取得了
上述土地使用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我公司仍享有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权。我公司
自知道土地使用权变更后多次通知（按照法院裁定书记载的你的地址邮寄及公
告）你签订租赁合同、提供发票并收取租金，但是从未得到你正式答复。为保障
双方合法权益，防止他人冒用你的名义索要租金，我公司再次登报告知你，请你
本人来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提供租金发票、提供你本人的收取租金账户。

联系人：杨晓庆
电话：0395-3721102

漯河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810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连丽丽的申请，登
记在漯河金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的土地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
落：金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号住宅楼
503室，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出让，
面积：27.59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
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
心提出申请，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
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1月8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809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方向的申请，登记
在漯河市金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土
地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落：漯
河市金建房地产开发公司 13 号楼 201
室，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划拨，面
积：25.41 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
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
心提出申请，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
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1月8日

经漯河市人民政府批准，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漯河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 保证金 增价幅度

（m2） （建筑系数） （万元）（万元） （万元）
1 2018-88 411104-002-207-0060-006 召陵区梨园路南 20976.76 住宅兼容 1.0<容积 建筑密度 35.0%< 住宅70年、 无底价 2,665 1,333 30.0

侧、庐山路西侧 （31.465亩） 商用 率<2.0 <30.0% 绿地率 商业40年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漯国土网挂告字【2018】48号）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

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8年11月8日至2018年12月5日，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地块编号：2018-88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16时。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
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2018-88地块挂牌报价时间：2018年11月28日9时至2018年12月7日15时。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 挂

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
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
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
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
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2018-8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须知。
九、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

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浏览器请使用IE8.0、IE9.0、IE10，其他操

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
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
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联系电话：0395-3137121
联系人：漯河市地产交易所
特此公告

漯河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8日

最后决战 冬季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