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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8日出生的陈

奎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399689,声明作废。

●2011年8月18日出生的闫

珂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3802,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9日出生的赫

之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36537,声明作废。

●李梓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0651184，声明作废。

●濮阳市保玛纸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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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县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代码91411523MA4

44LAL2C）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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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2006年 2月14日出生的段

天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1260266，声明作废。

●田程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O411473111，声明作废。

●2017年6月2日出生的王浩

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33055，声明作废。

●2015年12月28日出生的李

傲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60625，声明作废。

●2001年 11月 27日出生的

王子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B410463164，声明作废。

●刘万和位于南召县云阳镇小

关 村 一 组 土 地 使 用 权 证

0005133、房 屋 所 有 权 证

0005742丢失，声明作废

●2012年6月18日出生的王

楚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28593，声明作废。

●2015年5月18日出生的李

浩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07282，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7年6月29 日第

13版刊登的文峰区人民法院

有关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庄支行的公

告中“民事判决书”应为“民事

裁定书”，“如不服本判决......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应

为“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郭俊亮（身份证号4105211

98705043054）警官证丢失，警

官证号11632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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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守护 有你真好
老人突发疾病 民警贴心救助

本报讯 近日，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铁骑中
队在百泉宾馆执勤完毕后，途经共城大道与共和
路交叉口时，发现一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倒在路中
央，身旁还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该中队中队长
何哲带领队员迅速上前查看，并拨打 120 急救电
话。此时正是中午人流车流高峰时间段，救护车
无法立即到达现场。何哲迅速组织警力延伸，对
其他驶入该路段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全力打开
一条生命道路。救护车赶到后，队员们又帮助医
护人员将老人抬上车。 （宋汉成）

裹着大警服 孩子好温暖
本报讯 近日，原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华联超

市警亭小组民警在路边发现一走失的孩子。孩子
衣着单薄，被冻得瑟瑟发抖。民警王海明见状，立
即脱下身上的警用防寒服给孩子裹上。十几分钟
过去后，感觉到温暖的孩子情绪稳定下来，向民警
提供了妈妈的手机号码。但民警多次拨打，该号
码都无人接听。民警又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发布
信息，扩大寻找范围。约30分钟后，一名热心群众
在浏览微信朋友圈时看到信息，认出了孩子，向民
警提供了孩子外祖父的联系方式。几经辗转，民
警联系到了孩子的妈妈。 （谢香锋 吴松群）

老人闲逛迷路 民警帮忙找家
本报讯 日前，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分局值班民

警接到报警称，辖区凉水井村西环路上一饭店门
口坐着一位迷路的老太太。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进
行处置。经询问，老太太说自己70多岁，家住姬家
山乡娄家沟村。因冬季久居家中，心情烦闷，她意
欲走出家门四处逛逛散散心，一下子就逛到了天
黑，迷了路，一路走至山城区凉水井村。此时，她
饥肠辘辘，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便坐在一家饭店门
口歇歇。见此情景，民警决定先将老太太带回分
局，再帮其寻找家人。天黑路滑，民警小心翼翼地
搀扶老太太来到分局，并为她买来热饭菜。老太
太平常没出过门，又迷了路，一时间惊慌不已，流
泪不止。民警与她拉家常，安抚她的情绪。根据
老太太的叙述，民警电话联系姬家山派出所民警，
委托其帮忙查找老太太的儿子张某的联系方式。
姬家山派出所民警与娄家沟村村干部联系，几经
辗转，终于联系到张某。此时，张某正心急如焚地
寻找母亲，接到消息后喜出望外，忙说马上去接母
亲回家，并连声道谢。 （暴 珂）

开展便民活动 服务返乡群众
本报讯 春节期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

年，按照往年经验，办理户政业务的人数会激增。
为更好地服务返乡群众，延津县公安局户政窗口
提前进行宣传，将开辟绿色通道以及开展预约服
务、上门服务等便民利民服务活动的消息“广而告
之”，受到群众的称赞。 （延公宣）

群众身有不便 民警上门服务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

区民警在辖区走访时，获悉村民买某身有残疾，无
法前往派出所户籍室办理身份证。户籍民警张飞
燕得知这一情况后，携带照相机等设备到买某家采
集人像和指纹信息，及时为买某办好了身份证。买
某从民警手中接过身份证时，感动不已。

（何登恩 张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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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宣传
组织开展警民恳谈活动

本报讯 日前，民权县公安局花
园派出所开展以“冬春治安防范宣
传”为主题的警民恳谈活动，集中宣
传消防安全、预防电信诈骗、禁毒、反
邪教、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得到
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王 乾）

深入工地宣传防范知识
本报讯 日前，民权县公安局北

关派出所民警深入建筑工地举行座
谈会，要求施工负责人在落实、保障好
工人防护措施的基础上,加强交通安
全宣传，同时提醒工人在施工中增
强自身防范意识。 （王 衡）

安全驾驶从学员抓起
本报讯 近日，正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深入辖区驾校，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该大队通过组
织学员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讲
解交通安全小常识、发放交通安
全宣传册、组织学员进行安全驾
驶宣誓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学
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受到学员的欢
迎和好评。 （王艳）

退赃会上宣传防盗知识
本报讯 日前，焦作市公安局

中站派出所在解放西路中站段悬
挂条幅，摆放展板，举行小型退赃
会，公开返还群众被盗的 4 辆电动
自行车。为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
意识，民警现场向群众宣传电动自
行车防盗常识。 （何登恩 张婧）

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培训
本报讯 为增强驾驶人的安全

行车意识，预防春节期间发生道路
交通事故，日前，上蔡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依托车管所驾驶人警示教
育基地，以“平安春节”为主题，组
织办理车驾管业务的驾驶人进行
交通安全专题教育培训。培训中，
民警在警示教育基地交通事故车
体残骸展台前向驾驶人讲解典型
交通事故案例，剖析事故原因以及
产生的严重后果，提醒驾驶人增强
交通安全意识，自觉抵制不文明交
通行为和危险驾驶行为，防止发生
交通事故。

（尼铁中）

严管理
加大逃逸案件侦破力度

本报讯 近年来，虞城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建立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接警、
处警、布控”快速反应机制，依靠群众，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充分运用科学技术
手段和民警自身工作经验，加大对逃逸
案件的侦破力度，提升了逃逸案件的侦
破率。该大队近两年共侦破逃逸案件
22起，侦破率为95%，充分维护了受害
者的权益。 （范红伟）

审视初心确保廉洁执法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召开了1月份工作总结会和干
部纪律作风推进会。会上，各单位就
近两月的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打
算逐一汇报。该大队负责人就干部
作风纪律整顿活动自查自纠阶段有
关要求作了强调。他要求大队全体

民警审视自己的初心，严于律己，

杜绝三乱，过一个廉洁、风清气正的
春节。 （满利川）

打击犯罪净化社会环境
本报讯 近日，延津县公安局立足

辖区实际，积极开展打击黄赌、污染破
坏环境、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活
动。截至目前，全县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共立、破黄赌、污染破坏环境、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刑事案件7起，黄赌行政案件
114起，污染破坏环境、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行政案件5起，打击处理231人，有力净
化了社会环境，保障了民生。（延公宣）

深化管制器具专项治理
本报讯 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

署，近期，延津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集中打击整治非法制贩管制器具
违法犯罪行动，对所有集贸市场、小商
品市场逐一清查，对非法贩卖的管制刀
具、仿真枪支进行彻底收缴，并深挖追

查捣毁制贩窝点。 （延公宣）
组织警力开展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为确保春节期间辖区社会

治安大局平稳，南召县公安局小店派出
所组织警力，提前谋划，积极行动，及
时开展安全大检查。2月6日上午，该
所民警联合小店乡安监、药食监、工
商等部门，深入辖区加油站、超市、药
店等重点部位进行安全检查，实地查
看各单位的监控设施、消防器材配备
情况等。检查中，民警和工作人员对
药店限制类药品购销渠道、使用方
法和销售情况等台账进行全面检
查，严防易制毒化学品流失。同时，
民警向药店负责人、加油站从业人员
及超市销售人员详细讲解安全防护知
识，发放法律法规宣传材料，要求其
建立健全管理台账，遇到问题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 （艾 旭）

保平安
“五个延伸”守护城乡接合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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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延伸”举措，将整治区域由城
区中心向城乡接合部周边延伸，执
勤执法由静态向动态延伸，管控时
间由常态向“无缝”延伸，重点车辆
由路面向源头延伸，宣传由城区向
农村延伸。 （王 艳）
“四个坚持”推进源头清零工作

本报讯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中，清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实行“四
个坚持”工作法，即坚持网上巡查，
时刻掌握动态；坚持抄告制度，督促
及时整改；坚持约谈警示，夯实主体
责任；坚持跟进问效，力求日产日
清，强力推进源头清零工作。在
2017年 12月份和 2018年 1月份两

次考评中，该大队此项工作

连续排名全市公安系统第一。
（戴易安）

查找规律 加强农用车上路管理
本报讯 近日，上蔡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认真梳理农用车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的疑难点，查找规律特点，制
定有效的管理措施。根据历年春节
交通情况的规律特点，该大队民警
从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路面管控、深
化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带领农村
交通安全劝导员，对在乡镇农村道
路上行驶的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
和三轮车进行检查，重点查处无证
驾驶、酒后驾驶、违法载人等交通违
法行为，预防因农用车违法行为引发
的交通事故。 （尼铁中）

集中警力 开展交通秩序整治
本报讯 春运启动以来，民权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城区开展了交通

秩序整治活动。该大队集
中路面中队及机关科室三分之二
的警力，对城区重点街道交通秩序
开展集中整治。他们科学布警，强化
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和交通指挥疏导，
确保执勤人员、执勤时间、管控措施
到位。该大队成立督查组，对因措施
落实不到位导致道路长时间拥堵的，
严肃追究有关执勤人员、分工单位及
领导的责任。 （张凡辉）

源头排查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讯 春运开始前，唐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对辖区客运车辆、驾驶
人逐车、逐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共
排查出 6名逾期未审验、逾期未换证
的客车驾驶人，并约谈客运公司，下
发了隐患整改通知书。春运启动
后，所排查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樊潇玲 李 聪）

够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