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责任编辑 李智群 校对 汤青霞

E-mail:hnfzbbjb@126.comHENAN LEGAL DAILY2015/08/13
法治现场

本报讯 唐河县检察院坚持把队伍建设作
为检察工作根本，着力打造“政治过硬、业务过
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检察队伍，
先后被高检院评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被省
委、省政府授予“全省人民满意十佳政法单位”
称号。

立足班子建设，注重冲锋在前。该院扎实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组织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班子成员责任意识、担
当意识。坚持班子带头，以上率下。做到“正
人先正己，严兵先严将”，各项工作要求班子成
员冲锋在前，向我看齐，作出表率。

立足学习教育，注重素能提升。该院坚持
周一学习制度，制订详细的检察业务知识学习
计划，由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为全
体干警讲课，交流学习心得、探讨问题、共同提
高。坚持“结对子”式的导师制度，对新进青年
干警实行一对一、手把手、全方位传帮带，使其
尽快适应岗位要求，成长为岗位能手。

立足文化育检，团结凝聚力量。该院建成
140平方米的院史馆，以厚重的唐河检察史激
励人、鼓舞人。打造石刻文化，在庭院石头上
镌刻承载法治思想、传统文化的格言警句，形
成独具特色的检察院落文化。该院坚持典型
引领，每季度开展一次“十大标兵”评选活动，
以先进典型凝聚检察正能量。该院办好《唐河
检察》内刊，每季度出版一期，为干警提供学习
交流平台。该院还建立了文体、摄影等活动兴
趣小组，开展趣味运动会、摄影比赛、登山比赛
等活动。 （牛凌云 刘根良）

本报讯 8 月 4 日下午，18 岁的女子赵某
在长垣县公安局蒲北派出所户籍窗口领取了
自己的身份证。万分高兴的她难掩激动，发
自内心地感激民警给予的帮助，并向民警鞠
躬致谢。

18年前，赵某被家人抛弃，后被现在的监
护人收养，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办理身份
证，生活中遭遇种种歧视。在长垣县公安局
开展的“一村一警”工作中，长垣县公安局治
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徐军涛等民警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立即将情况上报有关领导。经过
治安、户政、刑侦和蒲北派出所等部门多方努
力，8 月 4 日下午，“一村一警”包村民警带着
所有证据材料和赵某到蒲北派出所登记了常
住人口信息，为赵某办理了生平第一张身份
证。 （化玮）

拿到自己身份证
少女鞠躬谢民警

立足三个平台
打造过硬队伍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鸿
雁）“一辆豫 A 牌照的出租车正沿京港澳
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即将进入漯河辖
区，车上搭载的乘客涉嫌盗窃，请立即拦
截该车、控制嫌疑人。”8 月 11 日 10 时 50
分，漯河京珠高速交警大队接到了来自省
高速交警总队的指令。

接到指令后，该大队民警李刚、万代
俊立即在京港澳高速设卡布控拦截。此
时，高速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拦截车辆

的难度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
上午 11 时 10 分，嫌疑人乘坐的出租车出
现，按照事前既定的布控拦截预案，执勤
民警成功将其拦下。出租车上的一名男
性乘客看到交警后脸色突变，神情紧张。
为防止嫌疑人与出租司机互换身份，造成
嫌疑人逃脱或者其他情况发生，民警将车
上两名司乘人员全部控制。

经现场仔细确认，男乘客石某正是被
通缉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民警迅速将其

控制，在其携带的包里查获现金 4.45 万
元。据石某交代，他作案后原本打算沿高
速公路迅速逃跑，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漯河
交警擒获。随后，民警将出租车及司机押
回大队驻地，并与办案单位取得联系。

据办案单位新郑警方证实，嫌疑人石
某是安徽人，涉嫌参与多起盗窃案件。此
次，他参与一起盗窃案后，携带赃款搭乘
出租车沿高速往安徽逃窜。目前，该案已
被移交新郑警方处理。

窃贼打的逃交警设卡拦
事发京港澳高速漯河段，犯罪嫌疑人已被移交新郑警方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
讯员 郝宁 屈向前）近日的一场大
雨让睢县匡城乡村民方某吓了一
跳：他在垫宅基地时，发现一个锈
迹斑斑的土疙瘩，经仔细辨认，竟
然是一枚炮弹！而就在此前的几
天，他还用铲车挖土，再联想到炸
弹，他不由得被吓出一身冷汗。民
警接警后迅速前去处置，处置了险
情。

8月9日，睢县公安局匡城派出
所民警孙腾宇在方楼村开展“一村
一警”走访时，接到村民方某反
映。几天前，方某用铲车从废土坑
里挖土垫宅基地，一场大雨刚过，
他在宅基地的土堆上发现一锈迹
斑斑的土疙瘩，仔细辨认竟然是一
枚炮弹！他冒了一身冷汗，铲车假
如当时弄到炮弹，一旦爆炸后果不
堪设想。

接报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并及时疏散围观看热闹的群众。
民警经初步勘查得知，该炮弹长 30
余厘米，重约 4 公斤，弹体锈蚀严
重，弹体内可能还有火药未爆炸，
具有较高危险性。该所民警随即
在发现炮弹地点周边继续搜寻，暂
未发现其他危爆物品。

目前，匡城派出所已将此枚炮
弹收缴并存放于安全地点，下一
步将移交治安部门统一销毁。

村民挖出炮弹
民警妥善处置

近日，武警平顶
山市支队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客人——
87 岁高龄的和香老
奶奶。为了看望慰
问子弟兵，和香老奶
奶耗费近一年的时
间缝制了 150 双鞋
垫，并亲自送给驻地
武警官兵，以表达对
人民子弟兵的无限
深情和美好祝福。

记 者 王 富 晓
通讯员 徐礼洋 摄
影报道

近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司法所开展了“送法进社区、进楼院”活动，深受
居民欢迎。 记者张书锋 王晓磊 实习生马威 通讯员耿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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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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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
可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
丰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
费，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招 商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7737191117

要账·取证·找人
15538250011

13015506677

合法·要账·调查
大额三天 小额一天

合法要账

15515357666
高效快捷·速成收费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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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合法清债 婚姻调查

13103816664

专业找人 律师维权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诚信
为本

声明公告

要账定位找人
17071809117

●河南泰来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
00100029926，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证号：16999462-9
丢失，声明作废。
●孙效杰位于台前县城关镇金水大
市场的房产证遗失，证号：台前房权
证2012字第0012号，声明作废。
●汝阳县鑫瑞纺织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6120002313，声明作废。

●2015年2月5日出生的岳丽
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83638，声明作废。
●2011年 9月 15日出生的蔡
冬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0896，声明作废。
●2007年2月3日出生的滕俊
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964553，声明作废。
●2009年11月24日出生的张
博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99273.，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劈马喂柴咖啡
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02600130049，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小王理发店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302833028466，声明作废。
●余魏成位于西峡县西坪镇供
销社加工厂院内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证号：西坪镇字第800971
号，声明作废。
●王金安位于汝州市农校门口东
土地证丢失，证号：汝土籍国用
(1992)字第0029号，声明作废。

●固始神农大药房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525100001711）经股东
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汝阳县鑫瑞纺织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沈丘县祥和集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周
振国，一级注册建造师，因保管不
善造成豫建安三类人员考核证丢
失，证件号：豫建安 B(2006)
0302835，特此声明作废。
●吴丽娜 ，农艺师资格证
2015年丢失，证号:C039090
91000002,声明作废。
●郑州市碧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29345202，声明作废。
●李志明于2015年8月8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41052119690
601551X，声明作废。
●河南呱呱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10104
31722220X，声明作废。
● 债权转让通知
漯河市永胜耐火材料厂：

我单位于2014年 8月21
日已将你单位对我们的欠款约
5万元及利息（含滞纳金及其它
权利）依法转让给田书亮。即日
起向新的债权人田书亮履行各
种还款义务。通知人:漯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8月28日

●洛阳奥华钢结构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从
3005万元减至298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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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