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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纪委：传承好家风 争当廉内助
本报讯（通讯员 童英姿）为进一步推进纪检监察干部家风建

设，建设清廉家庭。 1 月 13 日，吉首市纪委监委召开干部家属代表
座谈会。

座谈会上家属代表踊跃发言。“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家属我最深
的感触是有时非常想念他，因为父亲工作繁忙，有时 1 个月都没有
回家，我知道他的工作是反腐倡廉，我为他感到自豪，我也会向父
亲学习，接续奋斗，为家乡建设服务。 ”

听完家属代表的发言， 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田桂华对全体
家属一直以来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理解和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
希望全体家属一如既往地支持、 关心和关注纪检监察工作和纪检
监察干部，工作上多支持，生活上多关心，思想上多关注。 同时，当
好“廉内助”，以好的家风家教汇聚清廉正能量，夫妻俩齐心协力过
好“金钱关”“亲情关”“友情关”。 田桂华还给家属们送上了新春祝福。

凤凰检察：普法进乡村 守护幸福年
本报讯（通讯员 吴玥明 欧佳华）“乡亲们 ,快过年了，大家要

擦亮双眼,对高回报、高利润的理财、养老等产品需要特别注意 ,千
万不能轻信他人，以免上当受骗。 ”1 月 16 日上午，在吉信镇墟场，
检察干警王思思向群众介绍。

连日来，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干警以公益诉讼、禁毒、防范非法
集资等内容为主要宣传主题，连续开展入村普法工作。在普法现场
悬挂横幅标语、发放法治宣传折页资料以及设置法律咨询台，检察
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对老
百姓提出的讨薪维权、邻里纠纷及婚姻家庭等问题一一耐心解答。

据悉，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始终坚持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与普法服务工作紧密结合。近期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600 余份，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40 余次，教育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让法治
思维深入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明 秦
冬梅 张红军）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好新时代
党的群众路线， 进一步增进警
企警民协作互信， 畅通常态沟
通联系渠道， 护航湘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近日，湘西州人
民政府副州长、 州公安局长周
燕飞率队主动深入企业协会商
会，全面开展走访调研，上门汇
报公安工作。

周燕飞先后到酒鬼酒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 吉首市海圳出
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雪花

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湘西分公
司、湘西州保险行业协会、宝庆
商会等走访调研汇报。 每到一
处， 周燕飞都与相关人员进行
深入交谈， 详细了解企业个体
经营发展状况， 听取对公安工
作的意见建议， 并主动汇报过
去一年全州公安工作。

周燕飞指出， 人民公安来
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
人民，必须充分依靠群众、发动
群众，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主动接受人民群众
批评监督， 广泛听取人民群众

意见建议， 从群众中汲取防风
险 、保安全 、护稳定 、促发展的
智慧力量，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高水平安全的新期盼新向
往。

周燕飞强调， 要始终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建立向
人民报告工作机制， 每年主动
上门报告工作， 把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公安机
关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的实
际行动。 一要强化沟通联系，不
断增进理解互信。 公安工作实
质上是群众工作， 事关人民群

众和社会主体切实利益。 全州
公安机关要主动敞开大门 、广
开言路 ，放下架子 、拉低调子 ，
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公安工作 、
走进公安机关、亲近公安民警。
要积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始
终将群众急难愁盼和社会主体
的诉求建议当作自身的事全力
解决落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落实。 二要强化主体责任，
切实防范风险隐患。 社会大局
平安稳定需要每个社会主体助
力，公安机关要加大指导力度，
强化针对性培训和安全检查 ，

全力帮助社会主体开展风险隐患
防范，确保安全发展、安心发展、高
质量发展。 三要形成共治合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湘西。高水平的
平安湘西离不开社会主体共同参
与，企业、协会、商会及其员工是经
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不仅可
以成为公安机关防范社会风险隐
患、打击违法犯罪的信息员和依法
行政、公正执法的监督员，更应成
为社会治理的宣传员、 监督员，并
以主人翁身份深度参与社会治理
的各个方面， 共同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湘西。

周燕飞带队赴企业协会商会走访汇报

本报讯（通讯员 刘剑箫 石
君蓉 ）新春将至 ，情暖人心 。 近
日，湘西州司法局领导班子成员
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干部和困难
党员，向他们送上 《致州司法局
机关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的一
封信》， 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
好的祝愿。

鲁 荣 增 老 人 今 年 88 岁 ，
1952 年来到湘西后， 一直扎根
湘西，至今已 70 余年。局党组书
记、局长印道其，副局长田白云，
局党组成员、州纪委监委驻局纪
检监察组组长向灵渊走进鲁荣
增家中，与老人促膝而谈 ，关切
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认真倾听
老人讲述过往的工作经历和奋

斗故事，对其为湘西州司法行政
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得知老人仍每天读书看报，且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一直坚持
抄写学习笔记，在场的干部都钦
佩不已 ， 纷纷与其交流学习体
会。

“现在身体怎么样？ ”“孩子
们都回来过年了吗 ？ ”在退休
老干部向代碧家中 ，印道其耐
心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和她拉
起了家常 。印道其向她介绍了
2022 年全州司法行政工作取得
的成绩，并请她对当前司法行政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向代
碧表示 ，2022 年全州司法行政
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好成绩，

我们退休干部也要发挥余热，一
如既往支持和配合司法行政工
作。

在困难党员彭本玉家中，局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周光全仔
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当前生活
上存在的困难。他鼓励彭本玉保
持乐观心态， 坚强面对困难，相
信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他说，
机关党委要关心关爱生活困难
党员群众，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
上，用心用情用力为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

局四级调研员、政治部副主
任向佳顺 ，机关党委 、离退休人
员管理服务科相关人员参加走
访。

春节交警执勤忙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交通安

全， 吉首市公安局矮寨三中队
交警节日期间依旧奋战在工作
一线， 对重点车辆进行严格检
查并积极进行安全宣传， 提醒
来往司机系好安全带、 戴好头
盔，为市民营造畅通、平安的道
路交通环境。

通讯员 杨佳星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洪山殿镇洪山殿煤矿棚户区

二期 3 栋 303 房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曹金
魁 刘伏香。 继承人：曹铁），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心不动产中心。 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街道天青街 1 层 101 房，
双房权证 2006 字第 0769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 （因法定继承取得，被
继承人：王爱兰 朱求清。 继承人：朱旭军），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心不动
产中心。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春节关爱不打烊
湘西州司法局节前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干部和困难党员

图片新闻

●湖南博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原名：湖南明诚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 遗失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一份， 号码：00420315，金
额：370000元，声明作废
●父亲刘乔生，母亲朱晓霞，遗失女
儿朱屿儿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U4301
12326，声明作废

●李石明遗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
诊费用证明 1 张， 号码 0136668736
金额 15714.02元，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极速通讯服务部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2011
年8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30102600827410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振兴日化用品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2013
年4月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05600350631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得力建材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
00704116声明作度
●长沙市开福区自然风美容美发设
计室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56000371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洪春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
缴款收据》壹份，票据字轨：湘财通
字（2019），票据号 No3231357474，金
额 29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颜运章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
缴款收据》壹份，票据字轨：湘财通
字（2021），票据号 No4389149725 金
额 138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永州昇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账户 4300151007
1052510553，账户名永州昇航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开户行：永州建设银行
分行营业部开立一般存款账户

遗失声明
祁东星美贸易商行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户口注销证明
本辖区居民姜申（曾用名 无）公民身
份证号码：430124197412032120，住
址： 湖南省宁乡市黄材派出所黄材
镇月山村八家组，因删除记录，其常
住户口于2019年8月9日被注销，特
此证明
证明单位：宁乡市公安局黄材派出所
时间：2021年 4月 28日

寻亲公告
本人李力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夏桂埔居委
会抱养一名男婴，现已
4 岁，健康快乐。 如孩
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有意领回，请持
有效身份证件与我联

系，如无人认领，该男童将依法安置
落户 。 联系人 ： 李力 ， 电话 ：
1590745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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