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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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医 疗

本院有名老中医坐诊，采用纯中药系
列方剂，专治各种糖尿病及并发症
疗效确切，出诊患者凭本报只需60
元钱，可来我院先治病，一疗程就能
让患者体验到实实在在的明显效果。

老中医专治糖尿病

电话：0371-65981777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9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发坐垫
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厂。我厂免
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送货，收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挣
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管理费
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1-5
年。可法律公正。郑州华美工艺品厂。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7737191117

法律服务

高效快捷·速成收费
合法要账
15515357666

集装箱船员、电工，焊工，厨师，各80名，60岁
以下，年薪20-30万，工资月发，签合同办保
险，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6614007

南京鸿帆船舶急招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魏老师）

招 商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

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

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

性，所有信息只作为双方

交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

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

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

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

法律责任的依据。

声明公告
●李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N411046686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公安局赵静警官证（证

号：131106）遗失，声明作废。

●贺文海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550315741842，声明作废。

●田云鹏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丢失，证号：41172900100130

03715，声明作废。

●新密市邮政局来集支局营业
执照副本不慎丢失，证号：
410182000010995，声明作废。
●以下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邮政局苟堂支局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788077344；
新密市邮政局七里岗支局组织
机构代码证号：788077299；
新密市邮政局王庄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13；
新密市邮政局广场邮政所组织
机构代码证号：668888476；
新密市邮政局大隗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05；
新密市邮政局芦沟所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788077352；
新密市邮政局刘砦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336；
新密市邮政局曲梁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328；
新密市邮政局米村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31x；
新密市邮政局裴沟所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788077301；

●临颍鑫瑞达商贸有限公司

（411122000004864）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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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鑫之源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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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旗县春天服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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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乐洁餐具消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8000018617，特此声明。

●南阳市金润恒通商贸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

代码号：099783147，声明作废。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20-15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新密市邮政局夏庄河支局组织

机构代码证号：788077280；

新密市邮政局平陌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72；

新密市邮政局金华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64；

新密市邮政局超化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56；

新密市邮政局白寨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48；

新密市邮政局来集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3x;

新密市邮政局矿区支局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788077221；

●郑州途锦市政设施维护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即日

起解散郑州途锦市政设施维护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4101

05100056141）郑州途锦市政

设施维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晓玉
讲故事

法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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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rablxy@126.com

政法生涯中
那难忘的第一次经历

·讲述·

□鹤壁市淇县检察院 宋凌云

征
集
令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你会面临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接警、第
一次办案、第一次面对生命危险、第一次面对诱惑、第一次被当
事人感动……现在，我们向您征集《第一次……》，希望您能将政
法工作生涯中印象最深、感触最深的故事讲述给大家听。

字数要求：1500至2000字
投稿邮箱：jrablxy@126.com

那年 9 月 28 日上午 8 时许，下着大雨。
我和反贪局的两名同事前往郑州女子监狱，
提押一名正在服刑的女犯人。刚参加工作
不到半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在监服刑人员，
心里充满了紧张和不安。

出发后，我脑子里一遍遍回忆着局长特
别向我交代的注意事项，努力让自己的心平
静下来。我的两名同事是反贪战线上的老
干警，他们看出了我的不安，跟我讲了很多
他们以前办理过的案件，办案过程既惊心动
魄又让人忍俊不禁，并教给我一些办案经
验。我握紧了拳头，微笑着对自己说：“加
油！”

到省监狱管理局办理了相关的提押手
续后,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前往郑州女
子监狱。我们将要提押的这名罪犯是黄某，
她在服刑期间被发现有漏罪。考虑到她以
前有抵触情绪，我们决定采取以心理安抚为
主的心理战术，以便有效稳定犯罪嫌疑人黄
某的情绪，使其配合我们的工作。

两名狱警带着黄某走了出来，看到黄某
手里拎着三个行李包，我和同事赶紧跑过去
帮她。黄某上车后，目光呆滞，情绪低落。
看到这种情况，一位老干警主动跟她聊了起
来，询问她在狱中的生活起居，只字不提追
究其漏罪的事情。看到黄某的心情有所好
转，我紧张的一颗心慢慢平静下来。

我想同样作为女性，我俩之间应该会有
更多的话题吧。短暂的思考之后，我微笑着
对她说：“黄大姐，在里面没有人欺负你吧？”

“没有，大家都努力表现自己，争取减刑，希
望能够早日出狱与家人团聚。”黄某说。“你
们在里面都做些什么工作？”我继续问。“有
的加工服装，有的搞后勤服务，还有的负责
医疗卫生。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配不同的

工作，我主要做后勤工作。”她答道。
突然想起她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

孩子在鹤壁，于是我说：“等回到咱鹤壁，离
家就近了。天冷了，你需要什么生活用品，
我们给你孩子打电话，让她给你送过来。”
一提到她的孩子，她眼睛湿润了，很感激地
说：“闺女，我知道你们这次的来意，前段时
间我一直不配合你们的工作。现在你们对
我这样好，我很感激你们。我想通了，一定
积极配合你们的工作，如实交代自己的罪
行。”

回到鹤壁已近当日下午5时，我们带她
到医院体检后，就赶往位于偏远郊区的看守
所。由于黄某的体检报告内容写得不全面，
无法进所。我们又带着黄某到一家规模更
大的医院进行二次体检。两个来回，已经到
了晚上7时许，天渐渐黑了下来。考虑到黄
某进所后错过了吃饭时间，我们到附近一家
餐馆单独给她买了份儿她喜欢吃的饺子。
外面的雨肆无忌惮地打着车窗，她手捧着那
份热腾腾的饺子，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进看守所前，黄某说：“我没想到你们反
贪干警这么辛苦，表面上看着很严肃，实际
上却如此平易近人，我一定积极配合你
们！”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突
然想起我们局长经常说的那句话：“在办案
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保持距离，并不等于保
持冷漠，跟嫌疑人多聊几句，看似不经意，却
能拉近与他们的心理距离，打动人心。”这时
我们的肚子咕噜噜地响起来，这才意识到我
们都还没吃饭。

看着外面的雨，我的眼睛也禁不住模
糊了，感动的是黄某态度的转变，感动的是
我们辛苦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更感动的是一
份不经意间的爱激发出的正能量。

不经意间的

“村支部书记儿子被人砍了”的消息
瞬间传遍西华县址坊镇各个角落。一时
间，址坊镇某村支部书记儿子被本村村
民持刀砍伤一事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
村支部书记得罪了人，有人说村支部书
记的儿子出了什么事，一时间各种谣传
层出不穷，导致支部书记不愿出门面对
大家的各种猜测，无奈之下只好求助西
华县址坊派出所尽快破案。

事情要从 2014 年 8 月 29 日 19 时说
起。西华县址坊镇某村村民程某在饭店
喝了点酒回到家中，腰插两把菜刀骑辆
电动车往河堤去，途经村支部书记闫某
家门口，见闫某坐在大门口休息，就与其
聊天，聊着聊着不由想到自己的不幸，心
情郁闷，就问闫某其丈夫在家不，想再喝
点。闫某见程某已喝过酒，不想让其再
喝，就称丈夫没在家。程某不信，直接到
闫某家中，见到闫某丈夫就要酒喝，后两
人理论发生撕扯。闫某儿子听见吵闹
声，就出来赶紧拉着程某往外走。程某
为吓唬闫某丈夫，就把菜刀从腰里拿了
出来。一见有刀众人赶紧上前夺，拉扯
中程某和闫某的儿子同时倒在闫某家门
口的沙堆上，刀划过闫某儿子的脸，顿时
血流满面。一见有血程某酒醒了一半，
知道自己闯祸了，丢下刀拔腿就跑。

之后闫某急忙送儿子到漯河
医院，并报警。程某听说闫某儿
子脸上缝了几百针，构成轻伤
一级，本性胆小怕事的程某被
吓得六神无主，只得背井离
乡走上逃亡之路。闫某在

医院为儿子看病的同时，等待程某的道
歉。她知道程某家境贫寒，不愿让其太
难堪，谁知程某从此杳无音信。各种负
面新闻又接踵而来，矛头直指闫某。闫
某非常恼火，请求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程某逃走后，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
公安机关也在茫茫人海中努力寻找，但
一直没有进展。闫某因承受巨大的压力
整日把自己关在屋中，其家人以受害人
名义开始逐级上访。一时间，村支部书
记上访的新闻传遍了西华各地，县委县
政府和县公安局有关领导责令址坊派出
所尽快处理好此事，给受害人一个交代。

本不愿追究程某法律责任的闫某一
家，因程某的逃跑被彻底激怒了，同时负
面新闻又让闫某无法解释。在此情况下，
闫某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不愿调解。
址坊派出所所长齐涛立即召开全所民警
会议，成立了以副所长刘湘江、王影辉为
核心的办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做闫某工
作，讲明公安机关的态度，一路做程某家
人工作，要求程某尽快投案自首，取得受
害人谅解。办案组民警来回数十趟，终于
感动了双方。程某家人愿意全力寻找程
某让其回来自首，闫某也消了气，表示只
要程某回来有个好态度，可以原谅他。

2015年4月17日早上，程某在家人的
陪同下从外地回来，见到闫某后痛哭流
涕，后悔莫及。看到程某道了歉，闫某也
不再生气了。程某在民事方面赔偿到位
后双方握手言和，案件由公安机关进一步
办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村子里又恢复
了昔日的宁静。（通讯员孟文灿/供稿）

一场风波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