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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荐读

近年来，公共场合出现了一类很吸睛的人群，他
们双手插兜，脚踩一辆电动平衡车，在大马路上自由
穿梭。电动平衡车悄然风靡，“拉风”背后却存在安
全隐患。

4月 11日晚上 11点左右，焦作丁先生家的客厅
里，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平衡车，突然发生爆炸。情
急之下，丁先生将电源拔掉，泼水灭火，自己也因此
受了伤。

丁先生说，这台平衡车是他的弟弟放在自己家
里充电的，没想到，才充上两个小时，就发生了这样
的意外。

电动平衡车起火、爆炸，主要是因为电池质量不
合格，这类情况大多发生在山寨产品身上。目前的
电动平衡车市场中，山寨产品并未彻底消失。

电动平衡车可能存在三大危险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电动平衡车消费预警中，

指出使用电动平衡车有三大危险：
摔伤危险。驾驶电动平衡车的人可能不适应重

心突然移动，容易发生摔伤事故。在急加速或急减
速行驶时，电动平衡车还可能会突然失去动力，导致
驾驶者摔伤。

起火、爆炸危险。电动平衡车主要由电池、电池
充电系统、电力驱动系统组成。如果电路设计或锂
离子电池质量存在问题，很容易发生起火、爆炸。

电击危险。电动平衡车的充电口位置可能存在
电击危险，使用时尽量不要触碰。

要选购合格产品
选购电动平衡车时，应检查产品标识是否齐全，

包括生产厂家名称、地址，产品名称、型号，安全警示
语等，不要购买三无产品。购买电源适配器时，要选
择经过CCC认证的产品。购买整车时，要选择经过
CQC认证的产品。同时，不要忘了向经营者索取发

票或其他购物凭证，以备日后维权。

规范使用电池
无论是使用电动车还是电动平衡车，买电

池、充电时都一定要小心。不要图便宜买改装
电池，因为这些电池是用已经超过使用年限的
电芯重新组装的；不要在夜间充电，因为夜间
充电极易电量过载，引发火灾；要按说明书
规定的时间充电，充电器和电池的电压要
匹配；不要把电池放在家里充电。

（河南消防 hnxfzd119）

人民警察法
中规定，公安机关
民警对有违法犯罪
嫌疑的人员，经出示
相应证件，可以当场
盘问、检查。大多数
人在遇到民警检查或
盘问时，都比较配合，但
有个别人会出于本能地
抗拒，作出过激反应。

近日，广西南丹县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制止
两名男子违法行为时，其中
一男子上前不断拉拽、推搡
处警辅警，并辱骂、挑衅执法
人员。最终，涉事男子被警方
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

4月 2日晚，南丹警方开展
夜查整治行动时，一名未带驾驶
证的驾驶员冲卡逃窜，场面十分
惊险。第二天，驾驶员陈某主动投
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警方对陈某处以行政拘留10天。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明确规定，
有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
带、警戒区等行为的，处警告或者二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
重处罚。辱警、袭警、不配合执法，除了
受行政处罚外，还可能构成犯罪。

阻碍民警执法
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
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
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
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
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
后果的行为。

根据刑法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罚金。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
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

这些行为属于“暴力”“威胁”
暴力行为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

力，既包括对公务执行人员的身体实施
暴力，也包括对与执行公务密切相关的
物（如警车、执法记录仪等）实施的暴
力。

威胁是指以侵犯人身、毁害财产、破
坏名誉等相胁迫，企图使公务执行人员
心理上产生恐惧感，从而达到阻碍其依
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目的。

简单地说，只要故意使执法人员依
法执行公务的行为不能顺利进行，就可
能构成妨害公务罪。例如，威胁、辱骂执
勤民警、辅警，驾车冲卡、加大油门逃避
检查，抓扯执法民警、辅警等。

总之，面对民
警执法，一定要主
动配合，不要通过
袭警、冲卡等过激
行为给自己“找存
在感”。
（焦作交警微发
布 jzsgajjzd）

袭警、冲卡？
别找这种存在感！

电动平衡车风靡大街小巷
背后的安全隐患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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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缴款人李奉智于2016年4月
6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 2142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3268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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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
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郑州市金水区郝建春
于2015年12月08日交纳的诉
讼费-案件受理费 16950 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3226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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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郑州汇通广告材料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010355961234X，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子东韩式手工布
艺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1
03601077883）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红旗家常饭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3601008454，声明作废。
●嵩县隆昌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325NA
000295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07941339-2）及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字号:豫地税洛字
410325079413392），因 不 慎 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刘浩博2006年3月6日出生，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46935377
90J，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张记单锅烩面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社会信用代码：4105226812305
53，声明作废。
●文峰区曙光路方中山胡辣汤店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502601255985，声明作废。

●河南金丽湖酒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河
南金丽湖酒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3X4
JUM76）河南金丽湖酒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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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爱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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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徐鑫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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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万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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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亚飞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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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博越服装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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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汝阳县珑泉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6344964153H，声明作废。
●舞钢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规定，经审核，该单位
准予登记，现予以公告。
单位名称：舞钢市尚店镇玺宝幼
儿园，法定代表人：蔡信平，住所：
舞钢市尚店镇魏安村，开办资
金：伍万伍仟元，业务主管单
位：舞钢市教育体育局，统一代
码：52410481MJF989548J。
●河南中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13230778231870，声明作废。
●2012年5月6日出生的王家成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391029，声明作废。
●梁玲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528625103775，声明作废。
●李浩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M412054271，声明作废。
●杨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71895，声明作废。
●宜阳县韩城镇永昌养殖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7600021107，声明作废。
●南召县钟鼓楼风景区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321068927670C，声明作废。
●李建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6001，声明作废。
●孙立新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12312、411425613
320073，声明作废。
●2012年3月21日出生的莫昕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438372，声明作废。
●李赫出生医学证明涂改，编号
R410878450，声明作废。
●2017年9月18日出生的韩泽
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59488，声明作废。
●2004年10月1日出生的刘宇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E410122641，声明作废。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中心支公司商业保险单CFA
A1800127495遗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天凯耐磨材料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323697323060H，声明作废。
●新安县文花养殖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
码：31728648-1，声明作废。
●河南鼎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692000016679，声明作废。
●河南鼎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0618092538659，声明作废。
●虞城县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142505879080XM，声明作废。
●项城市天盈纺织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681MA44BENU8A，声明作废。
●赵江华营业执照正副本（410
822614056546）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众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05000014042，声明作废。
●马文俊位于长垣县蒲西区锦
绣巷6号的土地证遗失，证号：
57-50-1876，声明作废。
●濮阳市国锋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城关镇福发玻璃加工
厂营业执照正本（92411224MA
40WAR916）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天海阳光供水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503000006264，声明作废。
●虞城县富友蔬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589736546）遗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桂园区心利日用品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
10581MA442ATY90，声明作废。
●武陟县西焦路宏丰加油站（普
通合伙）营业执照副本（91410823
090915916J）遗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兴达养殖育肥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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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鸿翔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1421680763
8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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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蓝光太阳能灯具销售
有限公司（注册号41132300001
9686）经股东大会研究决议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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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百盛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0421MA3X8F7
R21）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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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水县海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623000024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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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晨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R410871720，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2日出生的薛雨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603478，声明作废。
●吕璐的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园林
技术专业毕业证（证书编号127451
200906196557）丢失，声明作废。
●纳税人杭伟华普通增值税机打发
票1份遗失，发票代码：141001520
043，发票号码：13056433，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花甲小吃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05600328578，声明作废。
●巩义市宏来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81000007495）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尚客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10821980030472410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晓燕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305600
202330，声明作废。
●2007年6月6日出生的陆艺
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0941600，声明作废。
●大通工艺美术社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丢失，税号41102272120
7721，声明作废。
●漯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LK6877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4005255，声明作废。
●2015 年 10 月 27 日出生的杨
凝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23122,声明作废。
●禹州市久一压缩机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081MA3XB64Q7F）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兴阳门业加工厂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丢失，代码
56102899-4，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冷群彦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260419
9161，声明作废。
●漯河市路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LF5381、豫L3552挂车道路运输
证丢失，证号分别为4111020087
67、411102008768，声明作废。

●郭海江，位于原阳县新城区陈
平路北段东侧阳光新城小区60号
楼2单元-104的房屋，房产证号
是原房权证新城字第20142392
号，现公示房产证丢失作废。
●周克丽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102000014012053声明作废。
●赵翠玲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102000015001426声明作废。
●李鸣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102000016000567声明作废。

●张连英于2016年6月28日在
登封市大金店附近拾一遗弃女
婴，取名王怡涵。有人认领请联
系张女士，电话：15037548379

寻亲公告

●商丘聚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25MA
44A1XB5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10万元，请
债权人自公告公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