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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情意暖民警助智障者回家
智障青年王某找不到回家的路，睡在寒夜

的村口，夏邑县公安局李集派出所民警刷爆微
信朋友圈，用爱心为王某寻找回家的路。1月2
日上午，王某的家人专程赶来向民警道谢。

2017年12月27日21时40分，有人报称郭
庄农贸区杜楼村柯针园村头有一名外来的男子
睡在人力三轮车上。副所长尹跃华与民警许贤
帅等人立即驱车赶至柯针园。只见一名衣着破
旧的男子蜷缩在三轮车上，浑身发抖。经过多
次沟通，民警在附近找到一间房子，将他安顿好
住下。为尽快帮他找到家人，民警对这名男青
年拍照后传至县公安局主微信群，并发布在朋
友圈。第二天又将他送至夏邑县救助站。民警
不断地对此条寻亲信息转发、扩散，终于找到了
王某的家人。 （宋欣杰）

●视频追踪民警擒盗贼
两名窃贼合伙在物交会上作案，夏邑县公

安局杨集派出所民警经过视频追踪，成功将嫌
疑人抓获。

2017年12月22日中午，杨集派出所接到一
村民报称其在物交会上卖菜时，不知何时钱包
被偷。民警围绕中心现场，调取了周边的监控
视频。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李某某、贾某某。12
月24日，副所长何飞带领民警成功将嫌疑人李
某某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贾某某已
被刑事拘留。 （宋欣杰）

●民警留心案件告破
夏邑县公安局胡桥派出所民警在大走访活

动中因心细发现其中的端倪，从而顺利侦破一
起盗窃案件。

2017年11月12日一大早，经销商朱某报称
其停放在店门口的一辆价值5100元的电动三轮
车被盗。经现场走访及调取视频监控，未发现
有价值的线索。12月28日，民警在大刘庄村走
访时，见村民李某所骑的电动三轮车与被盗电
动车的品牌、型号相一致。细心的民警与李某
攀谈，后经核实，李某所说的均是谎话。随后，民
警依法传唤了李某。经讯问，李某交代了盗窃
朱某店外电动三轮车的事实。

（宋欣杰）

●走访得信息破获盗窃案
夏邑县公安局李集派出所在“平安守护”大

走访中获取一条信息，从而破获了一起入室盗
窃案。

2017年12月22日，苏庄村一群众报警家中
被盗。1月3日，民警刘勋在该村大走访时听群
众反映，车站镇的杨某曾在案发当天来过该村。
因为杨某有盗窃前科，民警遂对杨某展开调查。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将杨某传唤至派出所。经
讯问，犯罪嫌疑人杨某交代了入室盗窃的事实。
目前，杨某已被刑事拘留。 （宋欣杰）

●知群众所需解群众所难
1月3日中午，夏邑县公安局杨集派出所民

警谷磊趁休息时间来到杨集村四组，为卧病在
床的刘某采集了身份信息。这是该所开展“平
安守护”行动以来，他第四次登门为群众办理证
件。

杨集派出所在大走访活动中，立足实际，深
入辖区开展大走访、大宣传活动，知群众所需，解
群众所难，以上门宣传法律法规，发放警民联系
卡，传授防盗、防抢、防骗技能等方式，解决群众
的实际问题，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为群众排忧解
难。目前，该所已走访居民3600余户，办理证件
605份。 （宋欣杰）

●偷钥匙又偷粮民警查访擒窃贼
趁邻居家中无人而盗走钥匙，之后又将粮

食盗走，夏邑县公安局胡桥派出所民警通过走
访，成功破获这起入室盗窃案。

2017年12月16日12时，民警接到群众报
警，称其家中的大豆被盗。经现场查看，无门锁
被撬和攀爬痕迹，疑似熟人作案。民警从外围
调查入手，历时3天，先后走访了10家粮食收购
点并调取监控，终于发现了此案系失主的同村
邻居翟某某所为。原来嫌疑人翟某某于案发当
天的早晨发现失主家中无人，就将外门钥匙偷
走，上午用摩托三轮车将院中存放的大豆偷走
卖掉。 （宋欣杰）

●加强治安防控巡逻擒获窃贼
夏邑县公安局王集派出所自“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加强治安管理，严密巡逻防

控。2017年12月14日，成功抓获一名盗窃嫌疑
人。

当天零时许，王集派出所民警张志愿、霍阳
等人驾车巡逻至社区时，发现迎面一位身穿棉
大衣的男子骑一辆两轮电瓶车自南向北匆匆行
驶，男子将脸捂得只露出两个眼睛。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人在乡间活动？民警遂让该男子停下
接受检查。但该男子一听反而拐上一条田间小
路，却不慎将两块电瓶掉在地上，男子顾不上拾
起而加速离开。民警急忙下车追赶，很快就将
该男子控制。经讯问，该男子刘某交代了其刚
在刘店乡盗窃两块机动车电瓶的作案过程。目
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刑事拘留。（宋欣杰）

●依托监控视频为群众挽回损失
夏邑县公安局会亭派出所不把“小案件”当

作小案件去办，接警后依托监控视频侦破一起
盗窃案件。

2017年12月7日下午，会亭派出所接到肖
某报警，称其在商业街开发的工地上丢失一台
水平仪、一段长约30米的电缆线，损失价值1000
余元。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并调阅了
周边的视频监控。通过加班加点的工作，排查
出嫌疑人李某。第二天上午，民警依法传唤了
李某，李某交代了顺手牵羊在工地盗窃的违法
事实。当民警将追缴来的水平仪等还给失主
后，失主激动地说：“我觉得这是小事，也对破案
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这么快就破案了。”

（宋欣杰）

●登门劝家人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夏邑县公安局王集派出所民警在“平安守

护”活动中多次登门劝说，日前，一名网上在逃人
员肖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16年7月5日上午10时,王集乡居民张某
将一辆银色电动三轮车停放在一超市门口，回
来时发现价值4290余元的电动三轮车被盗。王
集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利用监控
视频锁定嫌疑人肖某。但肖某作案后潜逃至外
地，后肖某被警方上网追逃。民警在加大抓捕
的同时，多次到肖某家做其家人的工作，督促其
投案自首。在民警的努力下，肖某及其家人打
消顾虑，并赶到王集派出所投案自首。

（宋欣杰）

●开展大走访了解社情民意
夏邑县公安局骆集派出所为最大限度地降

低可防性案件的发生，深入辖区开展大走访活
动，传授安全防范知识，及时了解社情民意，鼓励
群众及时提供犯罪线索。

民警在崔庄村走访中听到群众反映，该村
单身汉崔某自刑释以后，仍然不思悔改，仍有小
偷小摸的恶习，不仅偷周围村庄村民的东西，连
本村邻居的钱财也不放过。获悉这些情况后，
民警认真搜集资料，走访失主及目击证人。在
掌握确凿证据后，民警通过蹲点守候将崔某抓
获。目前，崔某已被刑事拘留。

（宋欣杰）

●老人跌路沟民警协助将车抬出
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不慎跌

入两米多深的路沟而一筹莫展，夏邑县公安局
桑堌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帮助老
人将电动三轮车抬出路沟。

1月4日17时，桑堌派出所接到报警：张楼
村西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掉入路沟中。接警
后，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只见一位年近七旬的
老人焦急地站在路旁。据老人说，刚才他骑电
动车回家时因躲避迎面而来的车辆而跌入路旁
的土沟中，他虽没有受伤，但却无法将电动三轮
车弄到路面上。出警民警全部跳入路沟中，因
为沟陡，经过几次尝试，终于将电动三轮车抬出
了路沟。 （宋欣杰）

●脚踏实地走访密切警民关系
夏邑县公安局韩道口派出所为提高辖区群

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组织民警走村入户，送平
安、送温暖，努力把“平安守护”落实到具体行动
上。

民警积极向群众宣讲法律法规，把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与大走访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该
所利用物交会、警务播报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活动，讲解安全防范知识，发放警民联系单，帮
助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加
强与辖区中小学校的沟通，安排法律讲座，为在
校师生送上安全防范知识大餐。自“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所已发放安全防范宣传
资料20000余份，开展法律讲座30次。

（宋欣杰）

夏邑公安“平安守护”保万家安宁

●张腾飞，残疾军人证丢失，证
书编号豫军P060354，声明作废。
●张勇军人残疾人证不慎丢失，
编号豫军C008566，声明作废。
●灵宝市公安局毋春平警官证
遗失，证号：053800，特此声明。
●余盼盼丢失营业执照正本，9241
0225MA44DXBM9D声明作废。
●安阳市山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5006999521
43A，声明作废。
●缴款人刘菊花于 2015年 7
月1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
理费3256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32028023的《河南省行政事业
性收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
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
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刘菊花本
人承担，特此声明。
●安阳县柏庄镇万鑫装修门市
部（纳税人识别号：92410500
MA403P13X5）不慎遗失河南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100154160，发票号码：0001
3527，声明作废。

●濮阳县合信天诚废旧金属加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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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意达咨询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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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金元聚信实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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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滨河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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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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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虞城县兴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4123212000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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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卢楼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统一代码93411425MA3
XA4KN3B）经成员研究决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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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宏达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425NA000391X）
经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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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顺鑫电子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03000001218）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开封市瑞德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91410212MA3X41ME1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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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大奔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7年10月13日第
14版刊登的安阳市文峰区人民
法院受理李志飞诉刘海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公告中，“（2017）
豫1386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应
为“（2017）豫0502民初1386号
民事判决书”。特此更正。

●临颍浩博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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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州市诚信防水材料店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108
1628403832，声明作废。
●虞城县高潘化妆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425613218838，声明作废。
●郑州顶天立地肥业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鹏程世纪不动产有限
责任公司文博园营业部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
503551628716，声明作废。
●安阳市鹏程世纪不动产有限
责任公司文峰小区营业部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
503551628717，声明作废。
●安阳市鹏程世纪不动产有限
责任公司桂园营业部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5035
51628711，声明作废。
●安阳市鹏程世纪不动产有限
责任公司清风营业部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5035
51628715，声明作废。
●安阳市鹏程世纪不动产有限
责任公司曙光北营业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50
3551628713，声明作废。
●安阳市鹏程世纪不动产有限
责任公司文源营业部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5035
51628719，声明作废。

●太康县刘旭家庭农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1
627MA3X5H524Y，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福琴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发票领购簿丢失，税号41

3027197202210043声明作废。

●南召县源泉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财务专用章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2014年5月4日出生的胡思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27216，声明作废。

●虞城县科宏林果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425NA000059X，声明作废。

● 债权转让通知书

濮阳市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公司与

濮阳市建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对你方

所拥有的合同债权137200元，依

法转让给濮阳市建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与此债权相关的其它权利

也一并转让。请你单位接到该债

权转让公告后应向濮阳市建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全部债务。

沧州宏运达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太康县李帅家庭农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2
7000030632，声明作废。
●宜阳县昱瑞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7NA000444X，声明作废。
●新郑市追云网屋网吧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101236812
1200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睢县威尼斯酒店有限责任公
司发票丢失，代码号41001623
20，票号27721494、2772149
7、27721398、代码号4100171
320，票号14830236，声明作废。
●宋慧敏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98096声明作废。
●韩振华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39923声明作废。
●韩振华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23213007887声明作废。
●韩振华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00051277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9日出生的赵
子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124072，声明作废。
●本人侯秋红不慎将编号为豫
地现契耕00391476的税收缴
款书第四联丢失，声明丢失。
●刘苗苗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证不慎丢失，证号：151663
58，声明作废。

忠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