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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营销服务中心：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四楼

大河报营销服务中心
服务热线1859590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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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公告

●国道241呼北线栾川县K1118+
858-K1127+751段修复养护工程
拟于2021年10月21日至2022年
1月30日对道路实施封闭施工。
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
通行。过往车辆请按以下路

线绕行∶1.栾川至狮子庙:栾川-
五肩头-狮子庙。2.狮子庙至

栾川∶狮子庙-五肩头-栾川。
栾川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栾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洛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 10月 21日

●国道311连栾线栾川境K880+7
11-K890+000段修复养护工程
拟于2021年10月21日至2022年
1月30日对道路实施封闭施工。
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
通行。过往车辆请按以下路
线绕行∶1.栾川至车村∶栾川-洛
栾高速栾川站或郑栾高速龙
峪湾站-车村。2.车村至栾川∶
车村-郑栾高速白云山站-栾川。

栾川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栾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洛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10月21日

● 注 销 公 告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色少年
培训中心，许可证号：教民 14
1010470000221，经上级主管
单位批准拟进行注销登记。请
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五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逾期不申报的，
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申报联系人：杜艳
联系电话：13838066777
地址：金色港湾 26号楼一层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色少年
培训中心 2021年 10月 14日

● 清 算 公 告

郑州优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
0675360872A注册号 41019210
0025184）经股东决定终止经营，

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 30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郑州海之悦企业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2020)郑仲

案字第 0795号申请人河南卓

龙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与你方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

字第 0795号裁决.自公告之日

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郑州仲裁委员会

信息窗口

●郑州市祥和养老院

86003959,13523443523
www.zzxhlngy.com
建设西路须水三十里铺

声明

●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赵乐千

律师执业证丢失,执业证号14
101201610895518,声明作废。

●王梅英与河南亿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定的房屋买卖

协议(西部荣城十号楼三单元

一楼东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维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代码 914101053175504815)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胡增年（3426221972100872
91）遗失郑州市大学路升龙

国际C区负二层H058购车位

发票,发票号 00375687,金额

99700元，声明作废。

●郑州聚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编
号JY24101920111550,声明作废。

●邰诗曼，2009年10月24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J412151947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陈衍升(学号:201878030202)、
朱怡帆(学号:201878030245)、
周袁(学号:201877100148)、邵
康(学号:201877100320)、李中

文(学号:201877100217)、苏仕

龙(学号:201877100322)、黄广

福(学号:20147780215),以上人员

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声明作废。

●声明人:赵栋,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预售

商品房抵押权登记证号（120
7047306）丢失,坐落:惠济区

宏达路南、长虹路西1号楼3单
元15层1503室,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I411312344,姓名:刘馨怡,
出生日期2008年10月21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浩林矿产品经销有限

公司丢失财务专用章(号410
1810062985)合同专用章(号
4101810062987)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961378姓名为

闻思涵，出生日期为2017年
05月31日07时48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热血铸警魂 清白留世间
——追记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潘东升

作为人民警察，他打击犯罪，护一方平安，用生命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身为领导干部，他对党
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心存敬畏，坦坦荡荡，干干净净。

9月25日，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一级巡视员潘东升因长期超负荷工
作，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一线。

数以万计的民警、群众自发缅怀悼念他。有战友说：“潘局长太累了。在我们心里，他就是铁一般的存在，是政法
干警的榜样。”

1984年，20岁的潘东升毕业
了。作为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软件专业全班成绩第一的学生，
他有很多选择：出国深造、下海经
商……但潘东升毅然选择从警。

37年，无论身为普通民警还
是领导干部，在抢险救灾、重大安
保、大要案侦办等急难险重关头，
潘东升总是冲在一线。他常说：

“加入公安队伍，就要时刻准备
着，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

2016年 5月 8日凌晨，三明
泰宁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数十名
群众被掩埋。5点多接到警情报
告后，时任三明市公安局局长的
潘东升没有片刻犹豫，拿起对讲

机，冲上越野车，立即向灾区进
发。

天空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山
路泥泞，时有滑坡。临近灾区，潘
东升乘车行进一段路，就要下车
徒步走一段路，鞋子陷进烂泥，就
赤脚前进，以最快速度赶到事发
现场。救援现场，潘东升手持扩
音器，站在山路正中央、卡点最前
沿，在没膝深的泥浆中现场指挥，
确保了生命通道畅通。

三明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
肖敏说：“救援的5天4夜，潘局长
始终奋战在一线，每天只睡两三
个小时。”

“永葆对党的无限忠诚！”

2019年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上，潘
东升在留言簿上写下的这句深情
寄语，是他用生命践行的诺言。

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了身
体，可他仍在忘我工作。2018年
6月，潘东升接受了肺部手术，切
掉的肺有半个成人拳头大小，可
术后仅7天就重返岗位；今年大年
初一，潘东升突然晕倒，住了两天
院又继续工作。

牺牲前半个月，潘东升的行
程满满当当：检查隔离医疗场所
巡防勤务，研判处置涉疫警情，快
速侦办涉疫案件……在牺牲前一
天晚上，潘东升还在现场指挥部
署重要会议安保工作。

“时刻准备着，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

潘东升出生在福建平潭海岛
渔村，自幼家境贫寒，6岁时父母
就到外地工作，他由爷爷抚养长
大。在组织培养下，靠自己的勤
奋努力，一步步走到省会公安局
局长岗位，潘东升始终保持着对
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在他心中，

“人民警察是为群众做事、保护一
方平安的崇高职业”。

福州市委原副书记林飞回

忆，前些年福州公交亏损，市里提
出“公交票价由1元调至2元”方
案，潘东升并不分管这一块工作，
但是他知道后主动建议：“老百姓
乘坐公交，享受低票价福利是应
该的。”市里采纳了他的意见，一
直保持了1元公交票价。

“两抢”（抢夺、抢劫）案件严
重侵害群众利益，也是公安机关
长期以来的打击难点，2015年福

州市“两抢”案件发案1400余起、
破案率仅34.7%。

潘东升牵头部署，福州公安
打破警种壁垒，从不同警种抽调
80人，组成一体化运行、集约化管
理、24小时实战化研判的合成侦
查中心，实现对“两抢”犯罪精准、
实时打击。2020年，全市“两抢”
案件发案降至 77 起、破案率达
100%。

“无论你在哪一个应酬场合看
到我，都可以直接上来打我两巴
掌！”2021年5月，福州公安队伍教
育整顿查纠整改工作推进会上，潘
东升掷地有声的话语，让在场人员
无不动容。“这不是一时作秀，而是
一以贯之的干净、坦荡带给他的底
气、自信。”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施
玉安说。“在省会公安局局长岗位
上，管理着上万民警，他从来没有拿

‘位子’谋私利。”接受采访的干部、
民警不约而同谈到这点。潘东升在
大会上多次强调：“你们不要去找我
的家人、亲戚，不要想着‘走后门’，
把工作做好了，组织上自然会考
虑。说情的，一律不提拔！”

潘东升常说：“干净是对党最大
的忠诚，干净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
的保护，要敬畏这份职业，珍惜这身
警服。”

“潘东升始终对党和人民赋予
的权力心存敬畏，始终保持着共产
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忘
记人民警察的初心使命，兢兢业业，
为公安事业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们怀念他，也将以他为榜样，奋发
有为，干净坦荡，忠实履行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刚刚到任的福
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督察长王锡章说。

“干净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人民警察是为群众做事、保护一方平安的崇高职业”

潘东升工作照
（福州市公安局供图）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