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负责人鲁乃广同意将淮阳县鲁
台镇鲁集万家康大药店的企业名
称转让给彭光辉使用，特此公告。

声 明 公 告
●郑州鑫水族工艺品有限公司
发票领购薄税号：41010469218
1702，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
0015919803，账号：250705185
504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郑起起重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销售三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101053000019
0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乾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汝阳县恒昇饮用水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证号：
410326074244235，声明作废。
●河南沛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624000042623，声明作废。
●常有春位于南召县南外七组
的 房 屋 所 有 权 证（证 号 ：
00002263）、共有权证（证号：
00002212）丢失，声明作废。
●2015年05月28日出生的陈
艺珂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85768，声明作废。
●黄西兵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7197311176512，声明作废。
●杨玉印位于南召县云阳镇小
关村五组的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00001055）、共有权证（证
号：00000767）丢失，声明作废。
●2011年 7月 22日出生的李
美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3701，声明作废。
●曾繁泰位于南召县云阳镇小
关村三组的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0012276）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县老家农家菜营业执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411023620188984，声明作废。
●靳德生位于南召县城关镇西
北村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0002966）丢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正村晨晨通讯器材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3600048994，声明作废。
●郑州泉舜中州上城房地产有
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普通发
票1份，发票代码4400134620，
发 票 号 码 12751640，金 额 ：
387000元，声明作废。

转 让 公 告

声 明 公 告
●淅川县联宇电脑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411326000003350）
经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基层新闻眼眼

0404 责任编辑 张军强 校对 汤青霞

E-mail:hnfzbbjb@126.comHENAN LEGAL DAILY2015/09/29
政法前沿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
阳 通讯员 刘晶刚 赵昱柱）昨日，洛阳市委政
法委召开政法综治宣传工作推进会议，表彰
2015 年度政法综治优秀新闻作品及政法综治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洛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李军起、王保国，河南法制报社总经理王海等
参加会议。

李军起说，要及时宣传政法综治工作的重
大决策、重点工作和创新举措，尤其要充分认
清河南法制报的专业性，守住宣传工作的主阵
地，明年的发行工作要实现稳中有升；要加强
舆论引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办
案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加强舆

情监测，及时核实研判，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最
大限度降低负面炒作和影响；要加强组织领
导，不断推进政法综治宣传机构专门化和政法
宣传干部专业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满足工
作需要，为政法综治宣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

王保国说，在新的形势下，政法综治宣传
工作涉及面更宽、工作量更大、政治性更强、敏
感度更高。特别是当今社会已全面进入新媒
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公众参
与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此，政法综治各
部门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担当担责，切实增强
做好政法综治宣传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

紧紧围绕“法治洛阳”建设、“ 平安洛阳”建设
两大主题，继续突出重点，更加贴近实际，不断
创新方式，进一步弘扬主旋律，增加政法综治
工作的正能量。

王海说，今年以来，河南法制报社以服务
政法综治工作为主线，积极策划组织了一系列
重大主题报道，“落实‘三查三保’、深化‘三严
三实’”、“记者蹲点日记”等系列报道，及时、广
泛、深入地宣传了洛阳市政法综治工作的新部
署、新举措、新成效，这些专题报道受到相关部
门领导的高度关注，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
响，为政法综治工作的深入开展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

昨日，商丘市公安局闫集派
出社区民警杨秀建在睢阳区闫
集乡周庄村余火楼村走访。过
节了，他要看看村里是否存在不
稳定因素，大家还需要社区民警
做些什么。

走访中，听到了一阵阵争
吵，他循声来到该村村民余元镜
家中，余元镜和儿子余明正在激
烈争吵。

余元镜手里掂根铁棍，余明
手里拿着菜刀，二人正在对峙，
眼看着一场械斗即将发生。杨
秀建此时站到了两人中间：“干
啥你们？要打就先打我！”

杨秀建一句话“震”得现场
安静了下来，此时，他又和村干
部们一起将二人掂的铁棍和菜
刀夺下。

原来，余元镜已丧偶 10 多
年，因为和妻子感情较深，一直
没有再找老伴，10 多年过去，几
天前经妹妹介绍和商丘市新城
辖区的一个妇女相识并愿意一
起生活，开始也和两个儿子商量
并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可就在余元镜将新老伴领
到家后，其子余明听到一些闲言
碎语，酒后到父亲家中闹事，不
同意这桩婚事，导致父子二人兵
戎相见。

在了解清楚事情的经过后，
杨秀建将父子二人叫到一起进
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交流，父子二人握手言和，避
免了一起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

本报讯（记者杨勇）国庆长假来临，郑州警方
近日出台七大举措，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清理
清查、武装巡逻、设卡盘查、打击现行犯罪等多方
面的行动，全面拉开国庆安保工作序幕。

据悉，在今年的国庆安保中，省会警方全警动
员、多警联动、警便结合，最大限度地动员公安民
警、户籍协管员、交通协管员、巡防队员及各种综
治力量投入到节日安保工作中，力保全市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国庆长假。其间，警方主
要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严厉打击暴恐犯罪，由警方反恐、110指挥中
心、犯罪侦查局、特警等相关部门参与。清理清查
一切可疑人员和可疑车辆，加强重点物品管控排
查，加强对民爆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剧毒化
学品以及烟花爆竹等制爆原材料的管控。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由犯罪侦查局牵头，
经侦、禁毒、便衣、治安以及各分、县（市）局力量参
与。国庆节期间，便衣支队将组织专门的小分队，

深入全市人员密集、人流量较大的商场、市场、公
交站点、客运沿线、大型活动现场、停车场，重点打
击掂包、绺包、撬砸车窗盗取车内财物等现行违法
犯罪。

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加强景区和大型
群众性活动的治安管理。治安支队将牵头认真排
查各类安全隐患，严防因人员大量集中而引发拥
挤、踩踏、爆炸等治安灾害事故。

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节日期间，公安消
防部门将针对不同情况开展实战演练，做好相关
人员、物资、装备等准备工作。同时，按照市政府
组织的居民楼院、彩钢板房、出租房、易燃易爆品
生产储运和用电安全等五个专项整治行动要求，
开展全面排查，全力消除火灾隐患。

严格民警队伍管理。节日期间，警方将进一
步加强对全体民警的安全教育、行为教育、廉洁教
育，加强对车、枪、酒的管理，预防和杜绝各类违法
违纪案件发生。 （线索提供 王洪岩马东）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实习生 陈卫
莉）近日，新乡市法学会召开五届三次常务理
事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刘森被任命
为新乡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刘森指出，要积极
发挥市法学会的重要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市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增补的副会长和常务理
事名单，并传达了全国法学会会长暨地方法学
会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安排部署了市法学会
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刘森指出，法学会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
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担负着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
的重要职责。今年以来，新乡市法学会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人民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法律问题，深入开展法学研究，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刘森强调，市法学会在依法治市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积极发挥法学会的作用，只
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切实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做起，人人重视；要整合
法学法律人才资源，壮大法学队伍建设，积极发
挥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作用，发挥好
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他指出，新乡在全国
率先建立县级法学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大胆突
破和创新，要进一步加强县级法学会组织建设
和自身建设，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高
标准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加强法治智库建设，为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持，不断开创法学会工作新局面。

省会警方出台国庆安保举措，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警便结合

父子欲械斗
“片警”挡中央

▶9月22日，三门峡市检察
院的检察官来到位于卢氏县的
中原矿业有限公司钼矿项目在
建工地了解工程建设进展情
况。当天，检察官对该企业干部
职工进行了职务犯罪预防教育，
与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座谈，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胡彬
黎明摄影报道

◀为谨防针对老年人
的诈骗犯罪，近日，范县公
安局组织经侦民警在老年
人聚集场所发放防骗常识
宣传资料，增强他们的防范
意识。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陈
汝银 摄影报道

本报许昌讯（记者胡斌实习
生 刘强 通讯员 宋二歌柴媛媛）

“感谢你们及时出具的行贿档案
查询结果告知函，让我们能顺利
参加在郑州的投标。”日前，一家
企业的负责人握住许昌市魏都区
人民检察院预防局局长刘广明的
手激动不已，并为该院送上锦旗。

近日，许昌市东城市政建设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来到该院查询
其公司、法人代表、项目经理、投
标委托人的犯罪行贿档案。因所
带手续不齐，检察干警告知其手
续带齐后再来查询。然而，该公
司负责人表示第二天他们要去郑
州参加招投标，见该公司这么着
急，检察干警立即向该院领导汇
报，很快为该企业出具了4份行
贿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次日，
该公司顺利参加了招投标会议。

今年以来，该院出台《许昌市
魏都区人民检察院申请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积极推行

“快速办结机制”，缩短流转审批
时间，并出具查询结果告知函。
截至目前，该院共受理工程招投
标、供应采购等各类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申请2400余次，有效发挥
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从源头预防
腐败的功能。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提供智力支持
新乡市法学会召开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刘森被任命为新乡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弘扬主旋律 增加综治工作正能量
洛阳召开政法综治宣传工作推进会议

□记者 何永刚

国庆放假 他们开始忙了

行贿档案快查
解企业“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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