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开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工

作，正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大对县乡公路和“村村通”
公路的巡逻力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进行测量，对道
路交通事故发案地进行统计，把安全隐患和相应整改措
施及时通报至有关部门。 （王 艳）

讲评交流共研判 集中夜查不放松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前两次集

中夜查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再一次组织了集中夜查行
动。夜查行动每晚集合时，该大队对各中队总成绩排名，
大队领导对参加人员讲评并适时开展动员活动，排名靠
前的中队负责人和有查处经验的老交警，就选点、人员分
工、查处方法等进行现场交流，从而保证了各参战单位人
员、措施、效果三到位。 （满利川）

加强客运车辆源头管理 推进平安春运工作
本报讯 2018 年春运安全工作启动以来，上蔡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紧紧抓住客运车辆这一重点对象，加强源
头安全管理，集中整治公路客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消除
安全隐患，全力预防客运车辆道路交通事故。该大队严
把客运车辆出站关，严禁超员、“病”车上路，在此基础上
还会同安监、交通运管部门督促检查客运企业，落实春运
安全管理措施，强化责任落实，现场发现问题，现场督导
解决。该大队依托执法服务站，24小时对客运车辆逢车
必查，逐一登记，确保客运车辆春运安全。

（尼铁中）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安全意识

本报讯 春运开始以来，清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迅速行
动，加大对交通违法现象的整治力度，加大文明交通宣传工
作力度。该大队紧紧围绕当地道路交通特点，突出重点，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采取多种形式积极营造浓厚的道路交通
文明氛围。该大队借助新浪微博、微信平台，着力提高道路
交通安全知识知晓率，教育引导民众文明驾驶、文明乘车、
文明出行，增强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春运期间，该大队在
城区各个交通路口，县乡各交通要道、高速路口悬挂各类宣
传条幅40余条，发送微博、微信400余条。 （戴易安）

严查酒驾醉驾 全面打造平安春运回家路
本报讯 为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全力防范因酒

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近日，驻马店市公安局南海
派出所交通巡防大队认真分析了辖区酒驾违法行为的规
律和特点，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严厉
打击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
线。此次行动，该大队共出动警力5人，警用汽车一辆，检
查过往车辆百余辆，查处酒驾一起，其他违法行为 10 余
起，有力地打击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净化了辖区道路交
通环境，为道路交通安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张宏敏）

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 提升成绩
本报讯 日前，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召开了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会上，该局领导分
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
点，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务必认清当前形势，加快
推进各项工作；二是务必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全面提
升考评成绩；三是务必加强信息上报，及时准确、实事
求是做好战果上报、数据统计等工作。 （文涛）

打掉涉恶犯罪团伙 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 日前，民权县公安局打掉一涉嫌高利

贷非法讨债涉恶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孙某等4人
将受害人王某先后带至兰考县、开封市等地，采取殴
打、恐吓等手段逼迫其偿还高利贷，并对其进行非法
拘禁。 （王衡）

从严查处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正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采取“按图索骥”的方法，从严查处涉
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圈定 10类嫌疑车辆，将其特
征印制成卡片，要求各岗位民警在执勤执法中随身
携带，在对车辆进行检查时“对号入座”。（王艳）

民权警方破获盗卖树木案
本报讯 近日，民权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盗卖树

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被依法刑事拘留。1 月 15
日，黄某对收树人谎称他人地里的 100余棵杨树和
3 棵楝树为其所有，并以 1.16 万元的价格私自卖
掉。 （王乾）

民警真情规劝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本报讯 2017年12月份，获嘉县的崔某醉酒后

驾驶车辆在延津县小潭乡发生交通事故。案发后，
崔某为逃避法律责任逃逸了，后被警方上网追逃。
针对崔某的情况，办案民警多次到崔某家中开展规
劝工作。2018年2月10日，崔某在其家人的陪同下
到延津县交警大队投案自首。 （延公宣）

民警巡逻途中 抓获盗窃嫌疑人
本报讯 近日，民权县公安局双塔派出所夜间

巡逻中抓获一名流窜作案的现行盗窃犯罪嫌疑
人。经查，犯罪嫌疑人韩某，原阳县人，受过多次打
击处理，近期流窜于原阳县、兰考县、民权县、商丘
市等地，已实施多起盗窃。 （王 衡）

突击检查 确保风清气正廉洁过节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巩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加强

作风建设，平舆县法院积极配合该县纪委、监察委、突击检查
组对该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坚
决整饬“四风”，确保全体干警廉洁过节不失节。春节前，该
院审务督察组“不打招呼”突击检查，对干警工作日午间禁酒
规定执行情况、上下班纪律、工作纪律执行情况一周一通
报。节日期间，该院将对作风建设开展专项督察，特别是违
规吃喝、收送红包、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用车等“四风”突出
问题进行监督检查。连日来，该院各庭室组织党员干警认真
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和《关于强化执纪监督确保2018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
通知》，要求大家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
离违纪红线。该院纪检组、监察科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加强
监督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放在前面，加大明察暗访
力度，将制度落到实处。 （赵文霞）

开展节前廉政教育
本报讯 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节日期间风清

气正，日前，延津县公安局专门召开廉政教育会议，传达
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及“八项规定”“十不
准”等规定，要求全体民警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党风廉政各项要求，努力营造良好的警营风气。

（延公宣）
加强辖区安全防范

本报讯 进入冬季以来，浚县公安局卫贤派出所采
取多种措施，全力加强辖区治安防范，增强群众安全感。

一是辖区民警通过“家庭会”、拉家常和发放安全防
范宣传单等形式讲解各类易发案件的特点和作案手段，
为群众有针对性地传授防范技巧，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
和技能，促使村委干部与广大群众共同搞好治安防范。
二是积极整合民警、保安、治安积极分子、政府巡逻队等
群防力量，构建内外结合、警民结合的安全防范网络，对
辖区治安状况实施不间断监控。针对实际情况，民警充
分利用农村两委干部接触人群广的特点让其寻找信息
员。该派出所还选派精干警力，在辖区重点区域蹲点守
候，与辖区群众共同做好治安防范工作。

（蒋玉河 张建军）
加大春运交通安全宣传力度

本报讯 春运期间，唐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制作系
列宣传资料，在执法站、交通岗亭、车管办证大厅、违法
处理窗口、集贸市场、客运站开展集中宣传，鼓励群众参
与“交通违法有奖举报”等活动，形成了浓厚的春运交通
安全宣传氛围。 （樊潇玲 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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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小利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760422322244，声明作废。

●开封市华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410218095990448，声明作废。

●商丘市豪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MA4410QM9J，声明作废。

●2016年 8月11日出生的邵

雪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37473，声明作废。

●2010年 1月30日出生的高

普出生医学证明破损，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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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华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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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统一代码91411729684621

835P）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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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丰源粮食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421100002018）经股

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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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浩林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729MA4446CA

4F)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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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24日出生的孙

梦莹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64160，声明作废。

●谭诺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R410606934，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吴萌萌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276

26095230，声明作废。

●2016年 10日 16月出生的

王雨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1115518，声明作废。

●2015年5月21日出生的张

浩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06474，声明作废。

●2013年6月10日出生的张

心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862156，声明作废。

●2013年6月10日出生的贺

子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862155，声明作废。

●2013年 4月 2日出生的魏

家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052881,声明作废。

●宋兰兰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丢失，

证书编号：137841201606003

320,声明作废。

●2018年1月26日出生的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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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号4117290000319

76）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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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柘城县祥瑞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142400001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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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郾城区莓红四季种植

专业合作社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权国强、权成安、

权水甫、权公良、张晓芳，请债

权人于2018年 2月 13日（公

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个工作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电话：1319393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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