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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 全力支持配合督察组
开展实地督察工作， 确保组织领导
到位、 工作配合到位、 服务保障到
位。 要以优良作风抓好督察反馈问
题全面整改。 针对自查报告和督察
反映的问题及薄弱环节，拉条挂账、
逐个销号 ，举一反三 、建章立制 ，推
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 对标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
作规定》，扎实开展好我省法治政府
建设督察工作。 要以接受督察为契
机推动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南平安湖
南清廉湖南建设。 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把学习贯彻成
果体现到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
推社会高效能治理、 守护人民高品
质生活上； 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
法治省工作的领导， 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深入贯彻落实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 （2021-2025 年 ）》，全面加强依
法行政能力建设； 扎实抓好换届后
“关键少数 ”的法治素养培训 ，着力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
事能力； 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推
动， 加快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专业化法治工作队伍。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坚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面提升
政府依法履职能力， 全面完善依法
行政制度体系， 全面促进行政权力
规范透明运行， 全面推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 全面推动社会矛盾
化解，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一件事一次办” 被写入党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21-2025 年 ）》，省政府
政务公开工作连续两年获评全国优
秀， 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连续
两年排全国第一。 下一步，湖南将对
标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聚焦中
央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目标， 谋深
谋实谋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健全
法治政府建设体系， 提升党政主要
负责人履职能力， 推进依法全面履
行政府职能，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依法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加强组织
保障 、能力保障 、督察保障 ，确保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落实落地。

据《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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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振纯 洪溪）为切
实提升新形势下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
综合素养和警务能力 ，10 月 13 日上午，
湖南省检察机关第二十期司法警察培训
班在长沙正式开训。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谢运策， 司法警察总队总队
长周燕海等出席开训典礼。 周燕海主持
开训典礼， 来自全省三级院约 190 名学
员参加。

开训典礼上， 谢运策进行了开班动
员，并以“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打造
新时代湖南检察机关过硬司法警察队
伍”为主题，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想事干
事成事，以更强素能想事干事成事，以更
实的担当想事干事成事， 以更良好形象
想事干事成事， 围绕强化司法警察队伍
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扎实
服务检察工作， 探索完善司法警察职能
拓展等内容， 给参训学员上了精彩纷呈
的第一课。

据悉， 本期司法警察培训班为期 12
天， 将采取军事化、 全封闭式的管理方
式， 紧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和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精心

设计学习课程， 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培训模式， 有效提升参训司法警察
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为湖南检察工
作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警务保障。

2021 年度湖南省检察机关
司法警察培训班开训

■探案笔记

跨省贩卖“黑油”的团伙栽了
新晃公安摧毁 2 个非法销售伪劣柴油团伙

开训典礼现场。

遗失声明
本人陈景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 不慎 遗 失 警官 证 ， 证 号 :

191114，声明作废。
涂志清遗失徳思勤物业公司店招押金收据，店招押金收据号：

4931836，金额：2000 元。 声明作废。
陈琪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430523198905184376,声明作废。
薛培新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 0604225 号，声明作废。
吴珍遗失位于岳麓区潭州大道二段 528 号恒大文化旅游城

1 -4 -1、1 -4 -2 栋 ( 房 屋 地 址 ） 购 房 发 票 ， 号 码 ：
04300190010508853006，金额：509302，声明作废。

湘潭市雨湖区金康白癜风中医中药临床治疗研究中心遗失由
湘潭市雨湖区民政局 2011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2430300584914630E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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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丰

经过一年多的缜密部署，近日，新晃
县公安局在怀化市公安局和当地政府大
力支持下 ，成功侦破 “9·16”生产销售伪
劣柴油案，捣毁一条涉及湖南、贵州 、重
庆、广东、福建等省市的销售伪劣柴油黑
灰产业链。

一句抱怨牵出贩黑油大案
去年 4 月， 新晃县公安局防控中心

主任潘登在对某加油站进行安全生产检
查时，偶然听到工作人员抱怨生意难做，
销售量持续下降。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引
起了潘登的警觉： 近年来全县车辆有增
无减， 加油量却持续下降， 其中必有猫
腻。凭借多年办案经验，他循着线索悄悄
地开展侦查， 一查就挖掘出了一个跨省贩
卖伪劣柴油的大案。

得知线索后， 新晃县公安局党委立
即制定行动方案，组织精干警力办案。通
过前期秘密侦查， 潘登掌握了一名叫郭
某的贵州籍男子是案件的关键人物。 为
了不打草惊蛇， 潘登率领队员对其展开
秘密跟踪。在此过程中，民警发现此人异
常狡猾， 常在湘黔边境选择极为隐蔽难
走的小路流窜。 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
过猎手的眼睛，民警用 “最土 ”的办法掌
握了郭某的行踪。此后，两个庞大的地下
成品油黑交易市场逐渐浮出水面。

集中收网捣毁 2个黑油库
在成功掌握犯罪分子的活动线索

后，去年 12 月 21 日，在怀化市公安局的
大力支持下， 新晃县公安局开展收网工
作。 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及违法人员 19
人，捣毁黑油库 2 处，查封储油罐 15 个，
查扣涉案伪劣柴油 150 余吨、 油罐车 3
辆、改装加油车 2 辆，冻结及扣押涉案资

金 300 余万元， 一举打掉两个影响恶劣
的非法销售成品黑油库。

案件后续的侦查梳理工作庞大复
杂。 为将犯罪团伙连根拔起 ，潘登带队
加班加点，掌握收集各项证据。 “今年大
年三十，我们都还在做审讯工作。 ”潘登
说。

经查， 犯罪嫌疑人周某以轻质循环
油、燃料油的名义，从广东 、山东等地进
货， 再将购进的轻质循环油和燃料油按
比例进行调和后， 对外以柴油名义进行
销售。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周某的油库
共计购买入库柴油 12190 吨， 销售出库
柴油 12095 吨， 销售额约 5000 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李某私建油库， 从广东某地
购买燃料油充当柴油进行销售， 再将伪
劣柴油销往新晃周边县市区的大型工地
和其他非法零售商。 据统计，李某共销售
了价值 3000 余万元的伪劣柴油。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湖南华腾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湖南华腾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
会召开湖南华腾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00。
二、会议地点：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层会议室（北京市朝

阳区小营路 19 号 A 座）。
三、会议内容
1、公司清算组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出具的清算报告。 责成清算组报送

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登记。
2、通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事宜。
四、对会议内容作出股东会议决议。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人： 杨涛， 联系电话：010-58650627、13901387729， 传真：010-

58650681。
2、请全体股东按时参加会议，不出席将视为对议定事项投弃权。
特此通知！

湖南华腾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4 日

遗失声明
刘军 （身份证号：430621198810150432）

遗失浙江省医疗服务（住院）发票，发票号
码：00050759 结算日期 2020 年 9 月 27 日，
金额 4339.5 元。 发票号码：00050745 结算
日期 2020 年 9 月 19 日，发票金额：5536.5
元。

遗失江苏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发票
号码：0186576815 结算日期 2020 年 10 月
2 日， 发票金额：690 元。 特此声明以上发
票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物养食品店遗

失由长沙市天心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9 年 1 月 10 日核发的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编 号 ：
JY1430103032609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