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
警民恳谈会
齐心保民生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高
新派出所创业路警务工作站安排
华夏路警务室组织召开社区警民
恳谈会。

会上，创业路警务工作站就近
期高发案件情况作出说明，同时对
涉及的高发案社区情况进行通报，
并听取了大家关于社区存在的主
要问题以及下一步整改措施的意
见。根据社区主任及相关居民反
馈，张庄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新建安置小区大门未安装，围
栏未设置；二是盗窃案件经常发生
在半夜至凌晨时段，路灯不亮，现
有监控未能清楚地记录作案人信
息；三是社区群众防范意识不强，
临时停放未上锁，或者未上大锁。

针对反映的问题，华夏路警务室
工作人员同社区群众深入沟通，初
步拟定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是与村
委沟通，争取获得经费早日安装大
门及围栏，完善门岗制度；其次是
尝试改善监控设施，采用高清摄像
头，同时加大夜间巡逻力度，增加
巡逻班次；最后是充分发挥邻里互
助，集中村中闲散老年人，组班进
行社区巡查，提高居民警惕度；并
将现有监控图像进行截图打印，在
社区相关部位张贴，震慑作案分
子。下一步，将加大巡防工作力
度，力争侦破侵犯人民群众财产的案
件，以打击处理侵财违法犯罪分子、
压低案件发案率的成果，向社区群众
报告，让社区群众满意。

（苏毓亮）

本报讯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在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中大胆探索，深入研究，结合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际，在深入专项调查、
分析的基础上，与县相关部门联动协作，相
继出台了多个工作机制，立体保护了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促进了平安校园建设。

扩大宣传教育，护航花季少年成长。该
院联合县公安、法院、教体局分别会签了《全
县中小学开展“安全、法制、家庭及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实施方案》《唐河县加强中小学生欺凌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等工作机制。5年来，该院

法治副校长和县教体局成立的“三生教育”讲师
团一起，共在30余所中小学持续开展“法治进校
园”普法活动200余场。参与活动的师生和学生有
6万余人次，增强了广大师生的法律意识。

维护交通秩序，保证出行安全。针对学
生的交通安全问题，该院建议交通部门在学
校门口设置警示、限速、减速带等设施，整修
学校门前道路，安排志愿者协助交警执勤，
疏导交通，确保了学生的交通安全。同时为
加强校车规范管理，准确打击校车超员刑事
犯罪，该院联合法院、公安局、教体局机关，

会签《规范校车管理及校车超员刑事案件办
理工作会商纪要》，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护航食品安全，打造健康环境。该院牵
头县法院、公安局会签了《关于办理危害食
品安全类刑事案件的会商纪要》，针对校园食
品安全问题，要求教育部门加强学校餐厅管
理，卫生、药监、质监等部门加强巡查监管，公
安机关加大查处力度，查处毒豆芽等案件，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环境。

（牛凌云王晓菡）

集中行动 执行攻坚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荣延平亲自指挥部署，带领执行干警
开展执行攻坚集中行动。行动中，依法拘传被
执行人 24 人次，司法拘留 8 人次，执结案件 9
件，执行到位金额182.33万元。

（张燚 刘峥嵘）
强化法警技能训练 提升警务保障能力
本报讯 许昌市中级法院法警支队在训练

中注重实用性，除了突出擒敌拳、捆绑术、警械
具使用、队列等法警必备的技能外，还把强化
体能技能训练和日常队伍管理进行有机结合，
对法警实行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保
证法警队伍在训练时间、人员、内容、质量上的

“四落实”，确保在执行刑事值庭、押解人犯、协
助执行和机关安全保卫等日常工作中做到万
无一失。 （姜 征）

打伤同学 家长赔偿
本报讯 杜某与王某的孩子在同一学校上

学，因琐事两个孩子发生矛盾，王某将杜某打
伤，经永城市法院审理判令王某及其家长支付
杜某赔偿款 1万元。判决生效后，孩子家长未
履行给付义务。该院在执行该案时，将王某家
长的轿车查封，致该车无法正常使用。查封当
日，王某就将1万元交到该院。

（祁飞 陈闽生）
高效执行暖人心

本报讯 张某申请正阳县法院强制执行刘
某 9520 元欠款。在执行过程中，刘某外出打
工，下落不明。经多次查询，执行干警近日查

询到刘某在某银行有存款 1万元，便果断将该
笔存款冻结扣划，并于当日将案款交给申请执
行人张某。张某没想到自己要了 3年的欠款，
法院居然这么快就执行过来了。近日，张某将
一面书有“秉公办案 执法如山”字样的锦旗送
到执行干警手中，并对执行干警连声称赞。

（徐翔 王豪娟）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成效显著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切实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知晓率及参
与度，漯河市郾城区法院运用多种形式和措
施，开展了一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取得良好效
果。一是定期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工
作情况进行通报和部署。二是在法院门口设
立举报箱，方便群众提供违法犯罪线索。三是
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体平台，大力宣传开展的
扫黑除恶活动。 （陈君红 于沛东）

打好三大战役
本报讯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打好三大战役，全力保障辖区冬季道路交通
安全：打好客运车辆安全“攻坚战”，打好路
面管理事故“防御战”，打好道路安全教育

“持久战”。 （姚建勋）
全面检查 消除隐患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公安局焦南派出所
焦西中队组织民警对辖区酒店的消防、人员等
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通过与辖区各酒店结
合，严格落实酒店从业人员管理工作；重点检
查各酒店消防设施是否完好；要求各酒店积极
配合公安机关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开展培
训，组织应急演练。 （南 方）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 构建平安和谐社会
本报讯 确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不断加大

辖区群众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加大矛盾化解力
度，针对辖区重点地区，安排专职民警进行入
户排查，理清矛盾纠纷根源，邀请法律专业人

士一同从情理、法律不同角度进行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确保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之中，从源
头上杜绝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确保全县社会
治安稳定和谐。 （陈征 徐文婧）

清丰交警集中整治道路交通
本报讯 11月16日，清丰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开展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该
大队民警在整治酒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重点
查处无牌无证、机动车乱停乱放、逆向行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民警全员上路，对城区内违法
停车较严重的道路开展了统一治理行动，对过
往车辆进行逐一细致检查，严防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 （戴易安）
开展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百日安全行动”

本报讯 进入冬季之后，辉县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

“百日安全行动”，努力为辖区群众创造安全、有
序的道路出行环境。行动中，他们瞄准“五点”：
一是把握“热点”，有力保障校园周边交通安全；
二是突出“难点”，深入推进农村道路管理；三是
紧扣“重点”，强化路面巡逻管控；四是治理“难
点”，有效排查整治事故隐患路段；五是打造“亮
点”，营造交通安全宣传深厚氛围。（宋汉成）

开展精准扶贫动态管理工作
本报讯 商丘市梁园区孙福集乡严格按照

相关文件精神，对全乡现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面开展好精准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该
乡牢牢把握住“两不愁三保障”这把尺子，扎实
开展“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定”，防止错
评、漏评、错退。目前，全乡 30 个村多方面采
取有效措施以确保贫困对象动态管理工作有
序推进。该乡对村组干部或群众代表有疑问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再次“回头看”，通过入
户核查，查准主要致贫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商
定帮扶措施，确保扶贫对象精准、信息精准、施
策精准、脱贫精准。 （韩经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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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唐河县检察院

●2012 年10月31日出生的宋燚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33480，声明作废。
●2015年4月10日出生的仝雅琳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596764,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5日出生的赵博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699949,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锦绣山河黑莱糊涂面
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1002MA40XPN762，声明作废。
●漯河市顺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豫LC3269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2005896，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张馨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260390
6789，声明作废。
●河南孔恩建筑幕墙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编码41160100
16099，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9日出生的袁凯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294522，声明作废。
●河南立达物流有限公司豫
LU109 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1104012523，声明作废。
●宜阳县永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
93410327330109359X，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元东大酒店发
票领购簿（税号41032319840610
0022）丢失、新安县新城元昇名
烟名酒商行税务登记证（税号
410323198406100022）副 本 丢
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逸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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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虞城县通达石油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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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存领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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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春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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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语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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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柘城县旭龙超硬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424000007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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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全昌石化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0306063832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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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丹江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326MA44TG02
6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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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冰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0327MA446LGK33）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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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南阳市网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00M
A3X9BFH6D）经股东决定予以
解散，公司已成立清算组，成员由丁
丹丹、徐莹组成，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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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徐先生，电话：15238133337

●缴款人王东丽于2017年6月9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23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29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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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后果由人承担，特此声明。
●王济民，男，2015年7月1日毕
业于河南大学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专科。证书编号：1047552015
0660239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海纳拓展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财务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刘奕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M410131942丢失，声明作废。
●张艺凡《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0859482丢失，声明作废。
●淮阳县盛润种植专业合作社
公章不慎丢失，号码：411626001
9072，声明作废。
●常河滩，兰考县谷营镇张庄村
村民，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流水号 32471 ，证书编号
NO.J4102250032471,声明作废。
●葛建贺，兰考县谷营镇张庄村
村民，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流水号 32392 ，证书编号
NO.J4102250032392,声明作废。
●汝州鑫泰光伏电力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代码
914104823300262465，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陈琦化妆品商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3601062604，声明作废。
●石忠文营业执照副本（411622
601020657）遗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耿鸿涛电子用品
商店税务登记证（税号41032319
870328103401）正本丢失，营业
执照（注册号410323600121347）
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虞城县通达石油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
册号：17512033，声明作废。
●泌阳友好医院营业执照正本遗
失，统一代码：914117265870621
114，声明作废。
●河南元辰置业有限公司公章、法人
章（栾永中）、财务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大千农机专业合作社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代码：
58708507-3，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翔运输有限公司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遗失，证号：
411602009283，声明作废。
●宜阳县韩城国芳家电修理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7600103262，声明作废。
●2016年6月1日出生的曹佳璟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115540，声明作废。
●2010年7月28日出生的闫凯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K410397690，声明作废。
●汝州市兴瑞选煤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汝州市玉皇山实业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2年1月27日出生的张君毅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0711187，声明作废。
●2013年2月17日出生的仇艺颖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0425885，声明作废。
●2012年9月23日出生的涂兵兵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L410888829，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万兴农作物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41021206648268XF)经成员
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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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天惠能源有限公司（注
册号 410224000042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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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黄河绿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社员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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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潢川县佳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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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环境保护局，遗失已开
具作废。票据名称：河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专用缴款通知书，票据
批次 SA[2016]，票号 0018355、
0018447、0018448；批 次 SAA
[2013],票号 0035825；票据批次
[MB]，票号0036013至0036016、
0036501 至 0036502、0036619、
0036668、0036676 至 0036677、
0036695 至 0036696、0036723、
0036733 至 0036735、0036740、
0036743至0036744、0036752；票
据批次SA[2014]，票号0165036、
0165101、0165137、0165148 至
0165149、0165160；票据名称：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票据批次
SA[2014]，票 号 0561117 至
0561118、0561170 至 0561174、
0566502、 0566504、 0566514、
0566565、0566683至0566684；票
据批次SA[2016]，票号2225783、
2377525、2377536。声明遗失。
●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G5388 车辆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0028589，声明作废。
●周口市汽车运输集团特种货物
运输公司豫PD9619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83761，声明作废。
●新乡市效辰工程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
号：410721581712371，声明作废。
●西峡文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323MA3XETKJ00，声明作废。
●周口市升发运输有限公司豫
P8N68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2558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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