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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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也能挣大钱

原阳县工艺品厂 电话：13213079939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大张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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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朱琳遗失武警警官证，证件编

号：豫武字第191739，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鹏发农

副产品购销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丢失，证号：4105221990031

9687402，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安东农
副产品购销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丢失，证号：4102231997091
6851701，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河南福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你单位职工举报，现查明，截止2015年7

月份，你单位欠费情况如下：欠缴养老保险费
24754.89元，欠缴工伤保险费341.76元，欠缴医疗保
险费6833.04元，欠缴生育保险费683.28元，欠缴失
业保险费2236.77元。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六条之规定，我局于2016年1月22日下达的《郑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理决定书》（郑
人社基决字[2016]第001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你单位未主动履行，现执行期已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我局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强制执行催告书》（郑人社基催告字【2016】第
3001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本催告书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履行我
局作出的《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理决
定书》（郑人社基决字[2016]第001号）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联系电话：67170203,67170072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8月16日

公 告

孟自强、田英娥：
吴芬依据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出具的

（2016）郑绿证经字第13号赋予《借款合同》强制
执行效力公证书，于2016年8月9日向我处申请
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
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0元整）；2、
逾期利息、违约金等：按月息2％计算，自2016年7
月11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个工作日
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
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219号盛润国际广
场西塔12楼。联系电话：55637735-336（王女
士）5563783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6年8月16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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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玉
讲故事

政法生涯中
那难忘的第一次经历

·讲述·

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 吴宣正/口述 苏清涛/整理

从事检察工作十几年了，虽然离开了反
贪部门，但是一些事情一旦经历了，将永远难
以忘记。就如同我第一次异地抓捕，过程充
满了曲折与艰辛，现在回忆起来每一个具体
情节都还历历在目……

2009年 10月的一天，我接到命令和局里
的同事去豫西一城市执行抓捕任务，这是从
事反贪工作以来第一次异地抓捕，既兴奋又
紧张。大脑时常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反复刻
画着各种各样的抓捕情景，同事一句“这次
行动要迅速，有可能会跨省，东西尽可能少
带,轻装出行”一下子把我拉回现实。

由于时间紧、路途远，抓捕方案是在路上
安排的，听完后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
了。同事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及紧急情

况，并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自身和嫌疑人的
安全。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分成两队，一队寻
找合适的落脚点，另一队根据掌握的信息
就马上开展工作了，摸排暗访。由于跨省
办案，语言不通、地形不熟这一系列问题接
踵而至，我这个“新兵”显然还没有充足的
心理准备。但执行任务不给你演习的机会，
发生的每一秒钟都是“现场直播”。

经过一天一夜的蹲点、摸排线索，我们
终于掌握了嫌疑人家属的住址。那一刻，
我恨不得马上冲过去。不过，这冲动的念
头很快被同事察觉，他告诫我，越到这种关
键时刻越要冷静，让大脑保持清醒。为了
不引起注意，我们白天在其必经之路监视，
晚上在楼下蹲点看守，一连三天，其间除了
家属正常出行，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在
不确定其是否在家的情况下，我们不敢贸
然采取措施，行动陷入了被动……

我们从外围入手重新布局，一点点地
寻找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查阅大

量信息资料后，得知其还有一处房产未登
记，决定以这个房产作为突破口。 最好的
办法，就是蹲守盯着这处房产附近。接下
来，我们分为三队 24 小时蹲守，等待嫌疑人
出现。10月的天已经开始渐渐变凉，晚上的
温度更低。躲在车里，我们不敢开车灯，也
不能启动车辆打开暖气。就这样，我们在黑
暗中一直盯了两天两夜，水都不敢喝多，就
怕上厕所错过最佳抓捕时机。连困带累加
上精神紧张，熬得我有些恍惚，就在我有点
动摇的时候，同事给我打气：“顶住，惊喜一
定在后边。”果然，当日下午 3 点，嫌疑人毫
无警惕地走出单元门。我和同事开始跟踪
她，直至到路人较少的地段，出示了法律手
续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围拢上去，抓住了她。

把嫌疑人押解到车上，我长出了一口
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享受胜利的
喜悦。这时候，我发现同事眉头紧皱，脸上
依旧挂满愁容。看到我的疑惑，经验丰富的
同事说：“现在还不能轻松，人是抓住了，考
虑过怎么往回带了吗？路上会出现什么情

况？”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紧张起来。抓获
嫌疑人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将其安全顺利
押解回去才是最终目的。

在综合论证天气、交通方式、路线等状
况，路上如何做好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工作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我们制订了一套详
细、安全、有效的押解方案。终于将嫌疑人
安全顺利押解回我们的办案区。

这次外地成功抓捕使我懂得了从事侦
查工作并非外界想象得那样潇洒，其中蕴含
的都是艰辛与努力，只有耐得住坚守，耐得
住寂寞，顶得住压力，才能获得成功。

从事侦查工作要经得起煎熬，不光是
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上的煎熬，有一个好
的精神面貌尤为关键。我深深体会到,从事
侦查工作不仅需要好的体力与精力，更需要
丰富的经验与智力，每一次侦查工作就像一
个艰难的拼图、攻关游戏，从蛛丝马迹中还
原盘根错节的事实真相，从纷繁复杂的信息
中剥茧抽丝。做一名合格的侦查员，我时刻
准备着。

豫西抓捕

钢管里的钱

●李永斌遗失特种作业操作
证，证号：T130221198811116
313声明作废。
●郑州海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
105000546235，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10105317562079，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17
56207-9，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阳光万家福百货便
利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1045350，声明作废。
●许昌市魏都区雅颜日化商行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002604189005，声明作废。
●覃晓月遗失出生证明，编号：
H230321868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杰友通讯经营部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0
12119540623201X01，声明作废。
●李沈苏：房屋所有权证号：0701
062505，房屋坐落于：郑东新区
金水东路17号1号楼1单元17
层34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如
无异议，登记机构予以补发。
●2013年2月5日出生的马晨
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388179，声明作废。

●郑州云之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郑
州云之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5000511815），
郑州云之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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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聚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
河南聚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5000625752），
河南聚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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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速静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
郑州速静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05000183174），郑
州速静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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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国民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404283510，声明作废。
●常树合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106271676，声明作废。
●2007年1月20日出生的郭
冰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0857928，声明作废。
●2009年11月9日出生的沈
佳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97715，声明作废。
●2013年1月20日出生的霍
皓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37272，声明作废。
●王倩残疾人丢失，证号：41132
219841127202652，声明作废。
●李心聚残疾人丢失，证号：4113
2219751214383544，声明作废。
●关书琴残疾人丢失，证号：4129
2219641228242344，声明作废。
●王香山残疾人丢失，证号：4129
2219321002341142，声明作废。
●王镇江残疾人丢失，证号：4113
2220040708493852，声明作废。
●余海明残疾人丢失，证号：4129
2219680503241713，声明作废。
●王栓残疾人丢失，证号：4129
2219540911061852，声明作废。
●周聚德残疾人丢失，证号：4129
2219380309101442，声明作废。

年近九旬的张老汉住在
灵宝市文峪村矿山家属院的平

房里，妻子逝世后，他续了弦。平
日里，老两口靠着自己的退休金和子

女给的零花钱维持生计。他省吃俭用
私存下了 1.2万元，以备自己不时之需。

7 月 25 日，为防后娶的老伴儿，他把
存的钱用两层塑料袋包好，悄悄地放到门
后的钢管里。为安全起见，他用木棍将
钱往里捅了捅、磕了磕，直到自己认为保

险才安心离开。
8月 1日，张老汉一如往常地查

看自己的钱，却发现钱不见了。
瞬间失神的老人不顾炎热，
步行一个小时到文峪派出

所寻求民警帮忙。
派出所两名民

警 到 达

现场后，发现院子、屋里有 20 根长短不
一、粗细不均的钢管。民警们戴上手套、
鞋套，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和勘查。经勘
查，发现现场没有撬门窗、别锁的痕迹，
排除了盗窃作案的嫌疑。民警对张老汉
的老伴儿也进行询问，排除了她拿走钱的可
能。钱怎么会不翼而飞呢？莫非是家属院
的小孩在张老汉家里玩时将钢管拿走卖到
废品收购站了？民警们立即对豫灵镇上的
废品回收站进行了排查。一直到晚上 8 时
许才排查完毕，并未发现任何线索。

饥肠辘辘的民警简单用过餐后，担
心老人晚上睡不着觉，急火攻心，赶忙
连 续 作 战 ，在 办 公 室 进 行 案 情 分 析 。
细 心 的 民 警 分 析 ，房 屋 门 窗 没 有 任 何
被 撬 的 痕 迹 ，在 废 品 站 也 未 发 现 任 何
信息，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呢？

一名民警突然想起，老人说过他放
钱的钢管长 4 米多，而他的房子高也

就 3 米！在高度
不 允许的情况下，他是
怎 么“ 捅 好 在 地 上 又 磕 了
磕”？在多次分析研判后，民警觉得
可能是老人糊涂了，记错了钢管，很可
能钱还在钢管中！

民警驱车赶往老人家中，对现场再一
次进行勘查。20 根钢管静静地靠在墙上，
民警借用灯光一根根地查看。一根 2 米
多长、直径 10 厘米左右的钢管中间的圆
孔不透光，钱就在这根钢管里！民警顺
利找到老人的钱，用木棍捅了出来。

钢管里的万元大钞又见天日
了！老人看到自己的钱被找回
来了，紧紧握着民警们的手，
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李平飞
李旭鸽)

●2016年3月19日出生的万

国耀，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812217,声明作废。

●2011年11月17日出生的邵

芯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17438，声明作废。

●王丽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0

319710604202123，声明作废。

●杞县水东土地估价事务所税

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4102

21753881535，声明作废。

●泌阳县盘古建材实业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

代码：69488433X，声明作废。

●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社会团

体登记证书正副本遗失，证号：

1402，声明作废。

●朗存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1628610957437声明作废。

●鹿邑县禾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8000028343，声明作废。

●清丰县三餐源养殖场机构信

用代码证遗失，代码：G134109

2200022940Z，声明作废。

●清丰县三餐源养殖场开户许

可证遗失，核准号：J502100

0229401，声明作废。

●河南省国献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

403000063594，声明作废。

●汝南县玉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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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永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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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谷膳坊食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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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新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添缘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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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玉茶楼茶叶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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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