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
识，近日，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以交通安全
宣传工作为载体，组织开展“秋季开学季·交
通安全第一课”活动。该大队宣传人员走进
卫辉市第五完全小学，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
生动的交通安全教育课。图为该大队民警为
学生发放宣传页。 文韬 摄影报道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组织召开全县场所
特业扫黑除恶推进会。此次会议，切实提高
了全县 场 所 特 业 对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的
认知度与积极性，真正实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人人知晓、全 民参与的社会效果。

马妍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的
班子成员及中层副职以上人员共40余人，
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参加全省三级检察
院“规范司法行为、全面从严治检、推动转
型发展”大讨论集中学习培训。

在学习中，河南检察职业学院院长田
凯讲述了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下简称《三十讲》）
的有关内容。在讲座中，田凯从习近平全
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
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新

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讲解。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
任赵艺林在培训中讲述了新时代河南检
察工作如何转型发展的相关内容。

通过学习培训，大家觉得收获很大，
很受启发。《三十讲》以“八个明确”和“十
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全面、
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
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大家表
示，将充分学习并运用好《三十讲》，以便

深入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树立“四个意识”，增
强“四个自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来，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指
导工作。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
导，强化政治担当，充分认识检察工作在
转型发展时期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检察工
作融入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定分止
争、惩治犯罪等职能作用，为该市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张蓓）

平舆县法院开展秋季送法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9月20日下午，平舆县法院未

成年人综合审判庭的法官走进蓝天学校，
开展2018年秋季送法进校园活动，为该校
20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法治课。

法治课上，平舆县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
判庭庭长麻小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真
实、生动的案例，就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
特征作了详细讲解，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
理、年龄阶段的特点分析了青少年违法犯
罪的动机与原因，以及在实施违法犯罪时
的冲动、无知和造成的严重后果，给同学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活动最后，
该院法官现场为同学们发放法律宣传漫画
书《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引导
学生踏实学习，树立法律意识，提高法律
修养。 （李凯 刘航航）

开展“文明交通我参与”活动
本报讯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全县开展“文明交通我参与”主题活
动，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构建平安
畅通汝南打下了坚实基础。 （姚建勋）

全力备战国庆期间交通安全
本报讯 国庆临近，为切实做好国庆

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国庆期
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唐河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结合辖区情况，提前着手，加
强研判，排查隐患，制定应对措施，全面做
好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李聪 樊潇玲）
中秋佳节林州交警坚守岗位保平安
本报讯 中秋节期间，林州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出动警力 230 余人，警车 11 辆，
在该市主要路口设卡，开展酒驾夜查集中
统一行动。同时，该局特邀电视台记者随
警作战，以强化警示曝光效果。此次行动
中，共查处重大交通违法 14起，其中涉嫌
醉酒驾驶1起，饮酒驾驶10起，无证驾驶1
起，无保险 1 起，警示教育轻微违法行为
120余起。 （李振鹏 石剑）
加强宣传教育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讯 自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以来，确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始终坚持开展群众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
用各类宣传媒介，教育群众充分认识枪爆
违法犯罪的危害，让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
动无所遁形。 （张雪艳）

加强治理超限超载车辆
本报讯 为防止公路超限超载车辆交

通违法行为反弹，上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坚持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等部门联合开
展行动，维护专项治理成果，确保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该大队按照治理超限超载
要求，对超限超载车辆全部予以卸载，消
除安全隐患，驾驶人全部予以处罚、记
分，并对驾驶人进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
识教育，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拒绝超限超

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养成文明驾驶、安全运输良好习惯，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尼铁中）

落实分包制度 强化路面管控
本报讯 在道路巡查执勤中，唐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落实“大队领导包片、中
队领导包路、民警包点段”勤务制度，采取
流动巡逻与定点查纠相结合的方式，加大
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的管理和处罚力度，形成“依法严管”的
态势。 （李聪 樊潇玲）
大气污染管控不力 洛阳4单位被约谈
本报讯 9月14日，因治理大气污染日

常管控工作不力，洛阳市轨道交通运输公
司、洛阳市住建委等 4个单位的相关负责
人被约谈。

虽然洛阳市环境攻坚战领导小组已于
8月17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大气污染
源管控的紧急通知》，但在近期的督查中仍
发现一些问题。其中洛阳市轨道交通运输
公司多个项目工地违规进行渣土车运输施
工；“四河同治”涧河示范段工地扬尘污染
严重。自生态环境部8月20日进驻洛阳市
以来，督查发现洛阳市西工区涉及工业污
染问题的有10个。

洛阳市轨道公司、洛阳市住建委、洛
阳市涧西区、洛阳市西工区等 4个被约谈
单位的分管领导分别作了表态发言，面对
新闻媒体作出郑重承诺，接受全市群众的
监督。

（马立 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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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一线

睢阳区检察院参加集中学习培训

●安阳市凯辰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3
MA45BJKC6J）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并成
立了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李天
虎，电话：13939989064。
●民权县瑞鑫制衣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4216897022398）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秀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411729NA00083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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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宏旺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1326000017236）经
股东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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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俊超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代码93411729MA44
4D5N5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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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金鑫植保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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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银河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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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财顺养鸡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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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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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缴款人河南盛泰隆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2
日交纳的诉讼费8170元所出具
的票号为0787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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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
院于2018年9月6日交纳的退案
件受理费5541.50元所出具的票
号为 201809003 的收据联不慎
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
果由本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新乡市牧野区鸿运花卉行税
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107031964
020135350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吕军胜，身份证号码：41090119
6608144512，河南省人民警察学
校（中专）毕业证丢失，声明作废。
●豫A8009F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21361，声明作废。
●张天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7866，声明作废。
●豫A6836T、豫A086L挂营运
证丢失，证号：410183021648，
410183021653，声明作废。
●张克之，驻马店师范专科学
校毕业文凭（编号：854069）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
●刘海峰，驻马店师范专科学
校毕业文凭（编号：854068）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木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1425749246758F，声明作废。
●漯河市利源运输有限公司豫
LS997挂、豫LT865挂、豫LT298
挂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分别为
411102013695、411102013720、
411102013719，声明作废。

●鹿邑微旭电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1628MA3X5EYM49，声明作废。
●周口市森祥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以下车辆豫PE0963、豫P539
14、豫 P18173、豫 PZ6028、豫
P18062、豫PZ6261、豫PZ7111、
豫P92388、豫PZ7525、豫PC799
2、豫 PZ3392、豫 PV0107、豫
P75396、豫 P75386 道路运输证
丢 失 ，证 号 411620056828、
411620057702、411620062281、
411620023540、411620077628、
411620039225、411620039220、
411620023537、411620078106、
411620056647、411620056643、
411620056386、411620061307、
411620061308，声明作废。
●吴泽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030696，声明作废。
●2018年7月21日出生的冯若
依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20333，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5 日出生的姜
梦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70147，声明作废。
●商城县崇福影剧院有限公司增
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4100161320，票号07112586，发票
代码4100162320，票号10156305、
10156306、10156311，声明作废。
●邹树发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411528NA000556X，
声明作废。
●刘诗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0651112，声明作废。
●谢菲不慎将河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行政法律事务专业专科
毕业证书遗失，学号：117881200
506060945，声明作废。

●黄磊，警官证不慎遗失，证号
010586，声明作废。
●张立萍，女，身份证号码41122
1197504090065，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原件遗失，证号0200024
1120080020170201106，特此声明。
●黄小卫，男，身份证号码4112211
97410135015，保险销售从业人员
执业证原件遗失，证号02000241
120080002014025125特此声明。
●卫华刚，男，身份证号码4112211
97212303030，保险销售从业人员
执业证原件遗失，证号0200024
1120080002014023195特此声明。
●朱紫萱，女，2015年7月28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P4
1044594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葛雨涵，女，2012 年7月4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M4
1037032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浩，男，2013年5月18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M4
1176613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李建岭于2017年8月8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1425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291832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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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5 月 1 日出生的周勇
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69415，声明作废。
●刘浩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0136522，声明作废。
●项城市农乐温室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和原法人章（马
义伟）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新颖家具城通用
平推机打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141001120043，票号 54980505、
54980508、54980509，声明作废。
●2009 年 6 月 5 日出生的胥滢
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91621，声明作废。
●2013年8月26日出生的陈喆
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868861，声明作废。
●2017年7月24日出生的王近
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86476，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宴都汇大酒店通
用机打发票丢失4份，发票代码
141001720043，票号 00177027、
00177036、00177042、00177058，
声明作废。
●栾川县公安局崔彦清，警官
证，证号028192遗失，声明作废。
●汝阳上店镇喜相逢家宴城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6600006489，声明作废。
●新蔡县斌鑫湖羊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9NA000701X，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7C205（411620084731）、
豫 P6P97 挂（411620079358）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丸碧化妆品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刘玉清营业执照正副本（4112
24610018685）遗失，声明作废。
●贾红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遗
失，证号：411103001728，声明作废。
● 声 明 公 告
河南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近
期获悉存在个人冒用我公司名
义、私刻项目部印章，该行为已
触犯相关法律。对此，我公司
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有
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河南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7日

●新蔡县光锋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代码93411729MA3X
5AE1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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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畅思广告有限公司淅
川分公司（注册号41132600001
0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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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轩雅居装饰有限公司（注
册号 411091000001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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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盈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10421000014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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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南豫工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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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希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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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佳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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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鑫兆纺织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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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好弟兄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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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明红肉鸡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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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政治担当 发挥职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