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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联手
开展渣土车违法整治工作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濮阳市
公安局整治渣土车违法行为、防止
扬尘污染等一系列工作安排，南乐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清丰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开展了渣土车异地互
查，扎实推进渣土车违法整治工
作。整治工作中，两队交警在辖区
内的施工周边路段，重点针对渣土
车通行秩序及行驶过程中存在的交
通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当
天，两队交警共检查渣土车 9 辆，共
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5 起，其中
无证驾驶机动车一起，未按规定悬挂
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一起，有效
地震慑了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
一步净化了县城环境。 （田政）

吉利交警
开展交通违法强制执行专项行动

本报讯 连日来，洛阳市公安局
吉利区交警大队通过短信、微信、微
博、张贴通告等方式，敦促车主驾驶
人积极主动处理违法罚单。但仍有
一部分驾驶人无视催告，不履行缴
款义务。吴某，2016 年 8 月 25 日有
一例违法逾期未缴款。经多次催
告，本人仍未缴纳罚款。吉利区交
警大队准备依法向法院提请强制执
行。迫于压力，吴某终于在接到催
告通知书第十天补打简易处罚决定
书并缴纳了罚款。吉利区交警大队
提醒：如您有交通违法行为，请在收
到催告通知书10日内到交管部门及
时处理，超期交警大队会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法院会将其列入失信人员名
单。 （郑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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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能办户口了，太感谢公证处
的帮忙了！”近日，获嘉县冯庄镇的冯女士
拿到该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后一遍又
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户籍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身份证
明，但这对于已嫁人生子的冯女士来说
却是一种奢望。事情还要从 30 年前说
起。1987 年 7 月，年仅 3 个月的弃婴（冯
女士）被冯庄镇一对夫妇收养，未办理收
养登记。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养父母也
多次去有关单位咨询入户问题，但一直
没有解决。没有户籍的冯女士成了地地

道道的“黑人”，没有身份证，不能出远
门，不能正常就业，虽名义结婚但不能办
理结婚登记，虽已生子但因无法给孩子
办理出生证明，孩子不能入户，也根本无
法入学。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冯女士及
其家人。

近日，万般无奈的冯女士来到获嘉县
公证处求助。该处主任李爱霞得知情况
后，告诉冯女士办理入户手续要对其父母
抚养她的事实进行公证，并为其列出办理
抚养事实公证所需要的各项证明材料，如
抚养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村委会出具的

捡拾弃婴（儿童）情况证明，派出所出具的
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等。冯女士总
算看到了希望，她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
些。

几天后，冯女士拿着准备齐全的材料
再次来到公证处，公证员仔细审核，并调
查走访了村干部和村民，证实了养父母收
养冯女士的事实，随后按照程序为其办理
了抚养事实公证。拿着公证书的冯女士
去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她终
于盼到了迟来的“名分”。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艳娟高翔）

迟来的“名分”

“感谢公证处，谢谢你们！真是没想
到，你们服务态度这么好，办事效率这么
高！”拿着办好的公证书，鄢陵县张桥乡解
庄村村民王某紧紧握住公证员张慧丽的
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2017年元宵节刚过，鄢陵县公证处公
证员接到一个“棘手”的电话：张桥乡解庄
村村民裴某于2016年春节前因病去世，其
配偶王某前几年因车祸腿部骨折，恢复后
行走不便，且身患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
等多种慢性疾病，需要常年服药。元宵节

后，王某的两个儿子陆续外出务工，前几
日王某买药时发现家中现金不够，就拿着
存折到银行准备取钱，但被银行告知无法
取出，原来存款是以裴某的名字存在该银
行，属于其遗产。王某经过咨询得知，需
要经过公证才能使用这笔存款，可公证事
宜需要本人亲自办理，但其儿子们都不在
身边，村子距县城路途远，而且自己腿脚
不便，于是，万般无奈的王某打电话到鄢
陵县公证处寻求帮助。

“到村民家中‘办公’，切实解决老百

姓的困难，才是真正的便民服务。”鄢陵县
公证处主任杜书田接到该求助电话后，当
即指定经验丰富的公证员张慧丽办理此
事。公证人员上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
凭证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并对
申请人进行询问，查明事实符合相关遗产
继承规定。为让王某能够尽快取钱买药，
公证人员多次来回奔波，仅用两天的时间
就办好了公证书，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
幕。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祁继峰）

及时的公证

暖人心
解民忧

●商丘市舒鑫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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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俊景美容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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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天化化工物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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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正商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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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民生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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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锋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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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紫鑫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现发布公告，望所有债权人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

权。联系人：梁琼蕾1356969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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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中药治疗 不复发
15890825399

糖
尿
病

●杨柳静，执业单位：郑州市绿城
公证处，公证员执业证编号：1160
11220160966遗失，声明作废。
●孙丽娟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1081100400015，声明作废。
●李丽萍警号:014184，警官证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康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101050005
25654，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10105317200166，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代码：31720016－6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穗特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8MA3XEF7M4E，
声明作废。
●古城来庄王秀云农化门市部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4127
211964101022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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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皮肤顽癣
13373937377

168
元

气管炎 中药治疗不复发
咨询电话15893177818

●于明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K411098347，声明作废。
●郸城县双汇生活超市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2726
197711158413，声明作废。
●郏县翔安运输公司豫D98566、
豫DK197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425005714、4104250058
05，声明作废。
●付少卿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0325003162，声明作废。
●2010年10月30日出生的王
乐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13894，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4日出生的李
思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58163，声明作废。
●2010年11月27日出生的蒋
智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134431，声明作废。
●固始县富民寄售行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1525660321311,声明作废。
●固始文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525000035310,声明作废。
●本报于2017年2月17日刊登
的舞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公告案号现更正为舞劳人仲案
字[2017]10、11、12号，特此声明。
●沈佳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P411720727,声明作废。
●许小五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
32219730514615144，声明作废。

●长葛市晓冉烟酒副食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1082600954809，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手牵手婚庆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03
23600138990，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立富种植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4115032000011
59）及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虞城正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317484162H，声明作废。
●虞城县三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44379，声明作废。
●新蔡县锐峰装饰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9000032320，声明作废。
●濮阳县天化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928000014170，声明作废。
●舞钢市蓝与白饭店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0481608
130332，声明作废。
●舞钢市好机汇面条部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48160
8135297，声明作废。
●李善彬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819540827571643，声明作废。
●高爱云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119671213402422，声明作废。
●李现云残疾证遗失，证号：4116
2520080919161952，声明作废。

●范县仁德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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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乐县安祺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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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科源木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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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莲，身份证号410511195
109021725，安阳市龙安区东风
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资格证号
码3720222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中合联信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原法人章（法人：王艺达）遗
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原粮棉油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000100052917，声明作废。
●郸城县综合市场开发中心营业
执照正本（411625000000061）、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周华轩遗失河南省政府非税
收入票据一份，票据代码：豫财
410103，票号 0320346，项目
名 称 ：诉 讼 费 ，票 据 金 额
167800.00（壹拾陆万柒仟捌
佰元），声明作废。

新型玩具，手工组装，开发智力，其乐
无穷，新品上市，畅销不衰。免费供应
原料设备，承担运输和税收；每个加工
费2.6元，每人日获利130元，现金结
算。签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
5000个退回）；组织加工每月可得管
理费1-3万元，并预付加工费60％。

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楼玩具科技
洛阳站坐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联办儿童玩具厂

地
址

魏老师 64873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