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政法干警
喊您来上暑期必修课！
@家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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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暑假，往往是学生们一年中最快乐
的时光，但是脱离了学校的监管，随之而
来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溺亡、车祸、
被骗……学生的暑期安全成了大家最为
关心的焦点。在暑期这个学生意外伤害
最高发的时段，怎么做才能填补安全“黑
洞”，编织出一张有效的暑期安全防护
网？近期，各家政法微信公众号纷纷从
专业角度发出警示与指导，值得关注。

最多发:交通、溺水事故
与三五好友结伴出游，是关于暑假

的美好记忆。但出行安全，也是一根时
刻绷紧的弦。据统计，全国每年约有 1.6
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其中溺水、交
通身亡占比极高，而暑假更是此类事件
的高发期。

针对溺水频发，不少公众号用一个
个悲剧案例，发出郑重警示，希望引起家
长和学生的重视。

例如，漯河消防发布的《又是这事
儿！22 名孩子瞬间全没了……》，平安
周口发布的《痛心！河南 2名高三生，成
绩超一本线溺水身亡，父母悲恸欲绝》河
南消防发布的《3 天，14 个孩子溺亡，夏
季、暑期高发季，如何避免悲剧发生？》等
热文，都提醒家长应该对孩子说明野外
玩水的危害，并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
泳，千万不要等到悲剧发生才后悔莫及。

针对交通安全，一些公众号用数据
和案例作出提醒，同时从专业角度发出

“安全贴士”。
例如，漯河交警发布的《漯河:一年轻

孩儿骑摩托出车祸，当场死亡！》，洛阳交

警微发布的《“孩子猛跑被撞飞身亡……”
洛阳家长的暑期必修课！》一文中，就警示
家长，日常要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
尤其要注意以身作则，让孩子养成看红绿
灯、走斑马线的良好习惯。

此外，汝州交警发布的《血的警示！不
要再让孩子被“杀死”在车内！》一文也值得
关注，提醒各位家长，高温天气，千万不要
再把孩子忘在车内，以防发生意外。

最操心:防坠楼、防火
暑假期间，由于家长要上班，经常是

孩子自己在家，孩子的居家安全也应该
防范。这其中，各家政法公众号关注最
多的，当属坠楼和火灾事件。

历年来孩子坠楼的事故时有发生，
特别是在暑假孩子独自在家期间，让人
心有余悸。洛阳消防发布的《5岁男童14
楼“砸到”地上摔成重伤！暑期要到了，
家长们现在看还不晚……》一文引发关
注，消防蜀黍提醒家长：没有偶然的意
外，只有可预防的伤害，家长一定要为孩
子树立良好的安全观。

夏季也是火灾的高发期，河南消防
发布的《身边事！小区二楼大火致2名女
童被困，97 年小伙子爬楼砸窗救人！》和

《奶奶给孙子点了盘蚊香，赶走了蚊子却
酿成了大祸……》等热文，都不约而同地
关注了暑期居家的用火安全，并提醒家
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最迫切:预防未成年人性侵

与交通、溺水事故这些显见的危险

相比，未成年人性侵问题显然还没有得
到家长们的普遍重视，然而，据调查显
示，暑假也是未成年人性侵的高发期，而
且大多数为熟人作案。

平 顶 山 检 察 近 日 发 布 的《【以 案
释法】油腻大叔的魔爪》，就以一个真
实的案例回顾，为家长敲响警钟，提醒
家长要在日常生活中，多与孩子沟通，
及时发现孩子有无异常表现，同时要进
行正确的儿童性教育，告诉他们如何预
防，面对侵犯时该如何保护自己等。

最贴心：预防就业、实习骗局
除了关注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对

于同样放暑假的大学生们，政法微信公
众号也作出了提醒。例如，平安长垣就
发布了《毕业生找工作千万小心！》，直指
大学生们就业、实习中可能遇到的骗局，
及时奉上防骗指南。

当然，还有一些公众号走的是全面
路线，直接为大家定制了一整套“暑期安
全攻略”。

例如，信阳消防发布的《中小学生暑
期安全如何保障？36 条重要提示在这
里！》和河南消防发布的《快乐过暑假，安
全“不放假”！》等，都是采用一文读懂的
策略，总结了暑假期间的各种风险和预
防措施。

总之，殊途同归，这些河南政法微信
公众号发布的各式各样的热文，都旨在
提醒各位家长关注孩子的暑假安全，也
应成为家长的暑期必修课，以防止悲剧
再次发生。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一个快
乐的暑假！

●周口鸿图置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定，拟向登记机关中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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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六合油脂购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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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公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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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福友棉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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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绒怡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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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济民种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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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氏县佳美园环卫保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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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承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定，拟向登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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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厚德商贸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023317507002E）经股东决
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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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玉玲于2015年7月19日在
去郏县途中拾到一弃婴，取名黄
钇铭，有认领者，请联系黄女士，
电话：15238236490。

●孟庆立，河南省安
阳市汤阴县伏道镇
大性南街村人，本人
于2010年4月23日
在山西省寿阳县火
车站抱养一名男婴，现寻找其亲
生父母。如有知情者请联系，定
重谢，联系电话：18637236751。

●怀小红，女，河南
省新安县北冶镇人，
于2018年6月16日
在新安县石寺镇抱
养一女婴，取名靳梦
雨，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有知情
者请联系，定重谢。联系电话：
138499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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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楚天慧，遗失中国证监会行政
执法证，证号216076，声明作废。
●淮滨县合家美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公章（编号：
4115270001434）、财务专用章
（编号：4115270001435）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余克永菜摊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30
2519641114637501，声明作废。
●李昂，男，遗失二级建造师资格
证书（编号:0050128）、注册证书
（编号:00981187）、执业印章（编号:
豫241131338680），签发日期:2013
年9月12日，聘用单位:河南泰德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李二平，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0225618089437，声明作废。
●郑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会财
务专用章、工会法人章（姚霞）丢
失，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喜瑞大酒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105910010705，声明作废。
●安阳县柏庄市场白云制衣部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0MA4
0K51C1H，声明作废。
●王战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6871，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伊品轩饭庄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4
22620107031，声明作废。
●2012年4月10日出生的李欣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589516，声明作废。
●2011年4月23日出生的秦文
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87697，声明作废。
●罗艳卿营业执照副本（4111
226173644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A822挂车辆运输证遗失，证号：
411104002352，声明作废。
●周口振兴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4W87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37971，声明作废。
●李海生残疾证遗失，证号：410
22419681116561412，声明作废。
●武陟县朝阳一街鸿胜家具店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620232536，声明作废。
●武陟县朝阳一街鸿兴整体橱
柜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号：410823620232528，声明作废。
●鲁山县万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振林区孔生蛋卷加工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581600211356，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堂豪高记烩面馆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91404，声明作废。
●西华县神州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162269486833X4，声明作废。
●周口市聚贤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3N50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35887，声明作废。
●西华县马木沙兰州拉面馆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
11622MA3XHF9H22，声明作废。
●周口市兴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J0500（411620024170）、豫
PY298 挂（411620038155）营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立信保险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南乐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华源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豫PZ3908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50377，声明作废。
●郭忠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1102021848，声明作废。

●本报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12
版刊登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王成银诉乔海风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案 件 ，案 号 ：
（2017）豫 0191 民初 10909 号有
误，更正为：（2017）豫0191民初
10109号，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河南省华阳置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6001000004444）经股
东会决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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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棋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 411000100010973 经公司股
东会研究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
务。联系人彭瑞甫，联系电话：
15188507951。特此公告。
●周口市领先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拟向登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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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振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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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万朗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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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道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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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蓝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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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凯博影视文化传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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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晟鑫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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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7日出生的吴果
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75304，声明作废。
●嵩县燕子衣坊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注册号：41032560000694
1，声明作废。
●2015年7月14日出生的苑嘉
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37404，声明作废。
●王晨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052805，声明作废。
●长葛市志红图文广告经营部
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
码 ：4100163320，发 票 号 码 ：
07086214，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明玉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260396
7035，声明作废。
●2013年5月7日出生的许鑫
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600824，声明作废。
●淮阳县银丰塑料厂公章丢失，
编号4116260000569，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武耀曾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481608
120298，声明作废。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周口富达
公司淮阳分公司豫 P8B073 车
营运证丢失，证号41162600676
7，声明作废。
●2012 年 10 月 27 日出生的史
宇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60966，声明作废。
●2014 年 04 月 07 日出生的袁
雨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69456，声明作废。
●漯河市畅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L2677挂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1102006737，声明作废。
●西华县马木沙兰州拉面二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1
1622MA3XHG0E36，声明作废。
●2015年9月13日出生的刘奥
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09142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河南友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600MA45D849
05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原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减少为壹
佰万元整，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根据我公司经营需要，经公司
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将我河南萱
缘实业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金
伍千万元，调整减少到贰千万
元。特此公告。

河南萱缘实业有限公司
2018 年7月12日

●汝南县三丰农资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公司
注册资本由壹仟陆佰万圆整减
至壹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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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