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阴县鑫牛农机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10523
6973477910）经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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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楚王城东区大市场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研究决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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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同心汇诚网络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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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丽都娱乐中心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霖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37
240827L）经股东会决议拟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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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宝丰县杨庄镇泓源养殖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410421NA000014X）
经成员大会决议即日起注销，请各债
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合作社清算债务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吴华2018年12月26遗失二代身
份证，证号411522198902121223，
期限2010年09月02日至2020年
09月02日，自丢失当日起，与该
身份证相关的行为和由此造成的
法律责任依法处理，特此声明。
●王旭灿，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0225618235874，声明作废。
●王国兴，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毕
业证丢失，证书编号：900805200
605440224，特此声明。
●平舆县丰圣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许可证
号：J5118000343101，账号：1715
028309200042154，声明作废。
●平舆县华浩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不慎丢失，开户
许可证号：J5118000343001，账号：
1715028309200042305，声明作废。
●河南万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MA3X
DT1W0N)税控盘丢失，声明作废。
●景宇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P410201788丢失，声明作废。
●尚露莹坐落郑东新区东宁路南、
仁和路西、龙华路北13号楼1单元
13层1302。该套房屋豫（2018）中
牟县不动产证明第0103578号证
明，声明遗失。
●唐河县虹美工艺广告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唐河县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142000552
301，账号41050175680800000465，
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艳轩理发店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10
503MA453U1P8X,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永放电动车行
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4306
26198804246456，声明作废。
●袁维博兰考县小宋乡袁庄
村，二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因电三轮车着火证被烧了。流
水 号 ：106965 证 书 编 号:NO,
J4102250106965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倩，营业执照副
本遗失，注册号：410728619243
392，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开发区旭日通讯商
行发票领购簿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0MA4326W
593，声明作废。
●信阳市宏盛昌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592000005390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09445178-4，公
章 4115010066692 发票专用章
4115010067847，声明作废。
●淮滨县柠檬树儿童服饰店发
票丢失，票号 19912876 代码号
4100174320，声明作废。
●以下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经营者名字和
注册号分别为：刘晴、41152862513
0908；徐东、411528625029290；
邓其虎、411528625027987；赵星、
411528625039112；冯静、4115286
25045512；张磊、4115286250558
56；和艳菊、411528625054466；
王勇、411528625050199；曹凤丽、
411528625058687；顾尚礼、4115
28625057774；张军、41152862506
8004；冯静、411528625045512；
任太兰、411528625076957；程金合、
411528625110749；韩忠海、41152
8625020387；孙力、41152862501
9938；吴颜、411528625020977；肖
士丽、411528625184563，王卓、
411528625049604。

●周口世捷开元汽车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豫PX2331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620067232，声明作废。
●虞城县自然宇床垫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42561325
8714，声明作废。
●王从建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代码92411528MA40JM
438R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13日出生的王言
匀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88316，声明作废。
●2014年3月8日出生的朱凌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649671，声明作废。
●2015年8月17日出生的郭玥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585475，声明作废。
●鹿邑县宏达鞋业有限公司法
人（刘飞）章丢失，编号4116280
006216，声明作废。
●漯河玉顺物流有限公司豫
LH8678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 411102005259，声明作废。
●2008年5月15日出生的朱武
奥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1403997，声明作废。
●2018年1月18日出生的聂梦
欣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编 号
R410512166，声明作废。
●周口市吉安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2Y18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7003441，声明作废。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周
口化学危险品分公司豫PZ5707
营运证遗失，证号:4116200505
82，声明作废。
●鹿邑县十里八乡酒家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41162861112
1989，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申德电力设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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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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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新鑫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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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香仪牧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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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鼎盛畜牧加工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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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顺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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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花好月圆餐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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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宇森木业加工厂经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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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 淮阳县泰宏校具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5000万元减至1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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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新蔡县鼎盛畜牧加工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营业执照正本（41
1729100000433）遗失，声明作废。
●内黄祥鹏运输有限公司豫EV2
822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遗
失，证号:410527013222，声明作废。
●周口市路路发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X2367（411620067225）、
豫 P6L60 挂（411620067226）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路路发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8L585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0209，声明作废。
●新蔡县绿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119000437701，声明作废。
●周口市龙华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道路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证
号:411626413134，声明作废。
●民权县宏达建材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5064000380301，声明作废。
●杞县丽都娱乐中心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221061
388651，声明作废。
●新蔡县新正路粥鼎记店遗失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79 份 ，代 码 ：
4100171320，号码：20060802-20
060880，声明作废。
●民权县城关世德机械设备租赁服
务部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2323196508270471，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新安县城关镇紫霞
社区居民李小伟、贾惠
萍夫妇于2002年6月
17日在新安二院对面
立交桥头捡拾一名刚
出生女婴，取名李竺颖，现年16
岁。现寻其亲生父母，知情者请联
系刘警官 电话：0379-63138187
新安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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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招录为消防员应具备哪些基
本条件？

答：《办法》规定，消防员招录对象
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为：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志愿
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年龄
在 18 周岁以上、24 周岁以下，具备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和心理健康，品
行良好等。

消防员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主要
从本省级行政区域常住人口中招录，
根据需要也可面向其他省份招录。

问：哪些人员可以优先招录为消
防员？

答：《办法》明确，大专以上学历的
毕业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
政府（企业）专职消防队伍中符合条件
的人员可以优先招录。同时，具有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26 周岁；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
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还
可以进一步放宽。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下一步，有关
部门还将出台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
役士兵中招录消防员的“直通车”政策
措施。

问：消防员招录按哪些程序组织
实施？

答：《办法》规定，消防员招录工作
实行计划管理，严格招录标准，坚持公

正公开、平等自愿、竞争择优的原则。
由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省级应急管
理部门成立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负
责招录具体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进行政策指导和提供服务。

《办法》明确，消防员招录按照宣
传动员、组织报名、资格审查、体格检
查、政治审核、体能测试和岗位适应性
测试、心理测试和面试、公示、录用、入
职培训等程序组织实施。

报名一般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
体格检查在指定的市级以上综合性医
院进行，标准参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
标准》执行。招录对象对体格检查有
疑问的，可按规定进行一次复检。政
治审核参照征兵政治考核要求。体能
测试和岗位适应性测试、心理测试和
面试内容，既有常规能力素质要求，也
有消防员职业特点的一些要求。

通过体格检查、政治审核和各类
测试的拟录用人员，经公示后录用。
新录用消防员将参加为期一年的入职
培训，培训合格的正式签订接收协议，
工作 5 年（含入职培训期）内不能提前
离职，非正当理由提前离职的，今后不
得参加国家公职人员招录（聘），并记
入公民征信系统。

问：转制后，在消防员的职业保障
上有哪些政策规定？

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
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要保持枕
戈待旦、快速反应的备战状态，实行24

小时驻勤备战。党中央、国务院对这
支队伍高度重视，给予了特殊关怀，科
学规划、设计了一整套符合消防救援
职业特点的专门管理和保障办法。中
央明确消防队伍转制后总体平移现有
政策和标准，保持原有待遇不降低。
2018 年 10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救援衔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以法
律的形式规定了为消防员授予相应消
防救援衔，这是国家给予这支队伍的
荣誉和相应待遇的依据。

《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框架方案》明确，消防救援人员实行与
其职务职级序列相衔接、符合职业特
点的工资待遇，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
的各项优待，地方政府为入职2年以内
的消防员家庭发放优待金或给予其他
优待。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还设
置专门的队旗、队徽、队训、队服，建立
符合职业特点的表彰奖励制度。目
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
正在会同相关部委抓紧研究制定符合
消防救援职业特点的待遇保障、表彰
奖励和优抚优待等具体政策，总的原
则是要使消防救援成为受到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

问：首次消防员招录工作何时启动？
答：近期应急管理部将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下达招录计划，部署
启动首次招录工作，2019年1月即开展
宣传，并组织报名等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新华社沈阳12月27日电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安全部
原副部长马建受贿、强迫交易、内幕交易案，对被告人马
建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马建受贿所
得财物及其孳息和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
库。宣判后，被告人马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鉴于马建案的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8月 16日依法对该案进行了
不公开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4年，被告
人马建利用担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
及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郭文贵（在逃）及其实际控制
的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
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
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09
亿余元。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马建与郭文贵共谋，
分别指派人员采取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迫他人转让公司
股份、放弃优先购买权及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实现政
泉公司控股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被告
人马建非法获取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民族证券重
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后，指使其亲属购买方正证券股
票，后卖出获利共计4929万余元。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建的行为构成
受贿罪、强迫交易罪和内幕交易罪。被告人马建受贿数
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帮助郭文
贵实际控制的公司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
恶劣；利用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情节特
别严重，均应依法惩处。鉴于马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及内幕交易违法
所得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
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马建的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
者及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公开宣判庭审。

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受贿、
强迫交易、内幕交易案一审宣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就《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试行）》答记者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
招录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12月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司、应急管理部教育训练司有关负责人就《办法》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三类人员可优先招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