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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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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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集装箱船员、电、焊工、厨师各80名，60岁以下，
年薪20-30万，工资月发，带薪休假三个月（南京）
签合同办保险，公司办证即上岗025-52333233

南京灵帆船舶急招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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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元，每
人日获利130元左右，签合同，交合作费
86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此款退回。组织
十人加工每月可得管理费6000元。

地址：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06室玩具厂
（洛阳站坐4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

招商电话 13103792210 （马工）

创办家庭玩具厂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医 疗

招 商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8389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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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富万家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证
号：410212000045729（1-1），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41022433579499X，声明作废。
●开封市伟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410224070057440，声明作废。

●杨春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92219420914574X71，声明作废。

联办
郑州市委政法委
郑州市公安局
河南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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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打造最严密防控体系 □记者 杨勇 通讯员 张彬/文 记者 宁晓波/图

楼顶监控系统24小时站岗，织下“天罗”；100辆武装
巡逻车车顶加装360度监控探头，与星罗棋布郑东新区大
街小巷的固定探头共同布下“地网”。目前，郑东新区已经
织好一张密不透风的立体化的“天罗地网”，实现辖区全部
路口、学校、商业区、酒店、加油站等人员密集重点地区等
无死角全覆盖式监控。郑东新区将依靠技防力量，最大限
度地挤压犯罪空间，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织“天罗”布“地网”

➡楼顶全天候站岗织“天罗”
俯瞰，更能掌控全局，摄像头可以做

到。从2015年10月份以来，在郑东新区的
重点高层建筑顶端，悄然安装了高清瞭望
摄像头，24小时监控辖区情况。

12月11日，记者在郑东新区一栋高楼
的楼顶见到了这个在高位站岗的摄像头。
在民警随身携带的电脑上，摄像头拍摄的
画面清晰无比，除了个别地方被建筑物遮
挡之外，覆盖范围内的路面、绿化带等状况
一目了然。

据介绍，为加强对辖区的立体管控能
力，郑东新区在辖区的重点高层顶端逐一
安装了高清瞭望摄像头，在辖区内布下“天
罗”。这些摄像头全天候站岗，监控画面随
时传递到郑东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与下面
星罗棋布的摄像头共同构筑一个上下立体
交叉的视频监控网络。

➡地面无死角覆盖布“地网”
12月6日，100辆武装巡逻车在如意湖

畔接受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些巡逻车的车
顶上都加装了一个设备，像一个蹲在车顶的
顽皮的孩子。

据郑东公安分局局长张予西介绍，新加
装的设备是高清图像传输系统，可以360度
旋转。巡逻车上配备车载监控系统，民警所
到之处，坐到车上对周围的状况一目了然。
车载监控系统与分局的指挥中心通过无线
连接，图像可及时传输到指挥中心。流动的
巡逻车不仅仅是流动的警力，还是流动的摄
像头。车上装有GPS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
设备，通过GPS定位系统，指挥中心随时掌
握警车的具体位置，发现警情后，指挥人员通
过车载电台指挥各个巡逻小组迅速向发案
地点集结，使不法分之插翅难逃。

除了“流动的摄像头”之外，在郑东新
区还安装了不计其数的固定监控设备，可以
实现辖区全部出入口和学校、商业区、加油
站等人员密集重点地区等无死角全覆盖式
监控。所有出入郑东新区和在郑东新区的
车辆、人员活动轨迹等信息都每时每刻地被
辖区的高清监控所记录、保留。

郑东新区部分监控系统还安装了全国
领先的人脸识别系统，自动捕捉过往人员的
脸部特征。如果遇到被通缉的嫌疑人员，人
像识别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报警。高清视频
监控和国内领先的人脸识别系统为警情研
判嫌疑人、识别与跟踪、快速警务处置等提
供了翔实信息。

流动的与固定的监控设备一动一静，相
得益彰，共同组成了郑东新区的电子化“地
网”。其与遍布高层建筑顶端的“天罗”配合，
共同组成了郑东新区立体化的“天罗地网”。

➡“最强大脑”启动即立新功
不管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每一个监控

设备都如同人体的一个神经末梢，所采集到
的信息最终要反馈给大脑，再由大脑作出分
析判断后下达指令。“大脑”就是郑东新区数
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在指挥中心内，记者看到，大型液晶屏
在工作人员的控制下，准确监控到辖区道
路、建筑、河道等区域，均达到高清实时监
控。据郑东公安分局负责人介绍，指挥中心
的“大脑”是一个月前更换的最新一代产品。

“高精尖”刚上岗就立下战功。12 月 8
日20时许，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员通过视频实
时传输发现，在农业南路商鼎路口，一形迹可
疑人员先后在多辆汽车附近转悠。指挥中心
立即通知便衣巡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布控，
20时40分，该形迹可疑人员对一辆红色越野
车实施撬盗，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

据介绍，今年以来，郑东分局通过遍布
大街小巷的高清监控摄像头捕捉、跟踪并成
功抓获嫌犯36名，破获案件48起，为群众挽
回损失 300 余万元，极大地打击了此类犯罪
的嚣张气焰。

➡巡逻民警荷枪实弹震慑犯罪
11月14日19时许，家住郑州新区某小区

一楼的刘女士下班回家将门打开的一瞬间，吓
了一大跳——一个陌生人正从自家客厅窗户
向外跳。王女士意识到家里进贼了，立即报
警，同时呼叫小区巡逻的保安。郑东分局接警
后，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调集附近的交巡
警、武装巡逻民警、便衣巡逻民警及社区巡逻
队迅速到案发区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围抓
捕。同时，分局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员将监控
画面切换至该小区周围，实时监控案发周边的
一举一动。20分钟后，武装巡逻民警将躲在该
小区附近一草丛里的嫌疑人王某抓获。

据悉，为提高街面盘查率，及时发现、控制
可疑人员，郑东分局出动了100辆武装巡逻车，
每车配备4名民警，针对抢劫、抢夺等侵财犯罪
突发性的特点，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现场抓
获率为目的，在辖区重点单位、主次干道、主要
路口、背街小巷等地实施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

武装巡逻。
武装巡逻民警采取车巡与歩巡相结合

的方式，以东区交通主干线为主要巡逻线
路。各个派出所以块为主，划定明确的巡
逻责任区，重点加强对大型活动场所、金融
营业网点、珠宝首饰店、商场超市、加油站
点等资金密集场所，以及广场、车站、繁华
街道等治安复杂地区的巡逻盘查，全方位
不间断巡逻防控。

武装巡逻民警装备精良，执行任务时
全部荷枪实弹。每辆车上配备两把冲锋
枪、两把92式手枪。武装巡逻车上装备有
GPS定位系统、手提电脑、车载电台、电警棒
等，每位巡逻民警还配备有防弹头盔、防弹
背心、手持电台等装备。分局指挥中心通过
GPS定位系统可随时确定各巡组所处的位
置，便于合理布控警力、提高队伍快速反应
能力。巡逻民警通过车载手提电脑可随时
比对出巡逻中发现的可疑人员是否为各类
违法犯罪在逃人员。遇有抢劫抢夺等突发
案事件，第一组警力可在3分钟内赶到现场
进行先期处置，分局指挥中心迅速通过GPS
定位系统、车载电台指挥其他巡组按照突
发案事件应急预案迅速增援并围追堵截。

➡便衣民警守护安全不露痕迹
除了民警和带有明显标志的治安积极

分子，还有不计其数的便衣警力遍布郑东新
区，重点加强对金融单位和其他重点区域的
观察巡视。

白天，你在公交站牌等车，或许身边站
着的“乘客”就是便衣民警；深夜，你到银行
的自动取款机取钱，或许躲在取款机不远处
车里的人就是民警，随时注意着自动取款机
周边的一举一动。

➡入户清查使不法分子无处可藏
除了加强社会面控制外，近期，郑东分

局民警主动入户清查，了解辖区居住情况和
居民的真实情况。

据悉，从11月中旬开始，郑东警方不间
断组织警力对辖区写字楼、工地及社区内的
租房户、小浴池、小旅社、小网吧、小游戏厅
等场所进行集中清理清查，对重点区域居民
楼也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重点清查无合法有
效身份证明、无合法固定住所、无合法固定
职业人员，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全
体清查民警按照区不漏点、点不漏楼、楼不
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进行清理清查，民警
通过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和新式警务通
手机即可比对出违法犯罪分子、网上逃犯。

张予西说，在上级机关的领导下，在全体
民警、协警、群防群治力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郑东公安分局以构建了历史上最健
全的打防控体系，最严密的立体防控网络，最
快速、最联动的打击现行违法犯罪机制。除
了使用“技防”措施监控系统构筑的立体化

“天罗地网”之外，郑东分局还将“人防”力量
发挥得淋漓尽致。400名装备精良的武装巡
逻民警荷枪实弹，在郑东新区的核心区域不
间断巡逻，有效震慑和打击犯罪；依靠群众，5
万余名治安积极分子投入到辖区治安防控的
汪洋大海；以刑警为主力的便衣民警与市民
相伴，不露声色地保卫着辖区安全；全体民
警划分“责任田”，主动入户清查，不法分子
在郑东新区无处藏身……“战时用我，用我
必胜！在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的坚强领
导下，郑东警方与兄弟单位密切协作、并肩
作战，我们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确保东区社
会治安大局平稳。”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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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分局的便衣民警以该局案件侦办
大队为主力，随身携带枪支、手铐、警绳等警
用装备，隐匿在长途汽车站、公交站牌、大型
商场、集贸市场、停车场、地铁出入口等易发
案区域、路段进行便衣巡逻。在遇到重大案
情，市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便衣
警察将果断出击，武力制伏歹徒。

仅2015年以来，郑东分局打击盗窃犯罪
专业队和便衣警察巡逻队密切配合，打掉了
撬盗汽车内财物、入室盗抢等特大系列犯罪
团伙、恶性系列抢劫犯罪团伙等12个，已抓
获各类“两抢一盗”嫌疑人80余人，追缴了一
大批被盗抢物品。

●洛阳市洛龙区丽斌童车玩具店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4103
1119761011553901，声明作废。
●2007年 10月 1日出生的卢
雅培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416190，声明作废。
●周大山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9
2219540619571642，声明作废。
●长葛市宏远石料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260
0198143，声明作废。
●王娜娜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16
26198803105421，声明作废。
●2004年11月15日出生的梁
舒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D410543109，声明作废。

●2008年 8月 11日出生的王
子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411666，声明作废。
●信阳市羊山新区鑫源汽车修理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3
001196409173517，声明作废。
●河南涛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
0000127074，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410105317228775丢
失，声明作废。
●张志勇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2
619790517335522D1,声明作废。
●朱蓉基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02
2420101022011142，声明作废。
●于恒超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619691117495843，声明作废。
●李玉东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619920910411X52,声明作废。
●杨艳荣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4195306167023，声明作废。
●郑爱芝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4195001022202，声明作废。

●淅川县民润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326NA00038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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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合作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明亮棉业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华宜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王松法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4195501280611，声明作废。
●李瑞启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4195606046418，声明作废。
●兰考县华乐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2
25000022901，声明作废。
●兰考县华乐食品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本遗失，证号：4102
2507265779X，声明作废。
●武陟县金泉永溢化工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100001290，声明作废。
●平舆亚欧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
在河南法制报第13版发布的拍
卖公告拍卖时间、展示时间、报
名时间的 2015 年均更正为
2016年，其他不变，特此更正！
河南省畅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整装待发的巡逻民警

郑东分局指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