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

本报讯 濮阳市公安局孟轲分局紧
密结合工作实际，利用“平安守护”大走
访活动的契机，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并鼓励群众提
供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线索，全力服务环
境污染整治攻坚战。 （焦美山）

加强春季治安防范

本报讯 夏邑县公安局罗庄派出所为
遏制盗窃等侵财类案件的发生，立足本地
实际，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做好春季治安
防范。春节过后，大量人员外出务工，部
分村民家中无人，极易成为嫌疑人的作案
目标。罗庄派出所针对这一情况，加大防
范宣传力度，提醒村民妥善安置家中财
物，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在空置房内。同
时，该所组织巡逻力量，推广采用安全防
盗措施，加大对侵财类案件的打击力度，
确保辖区社会秩序平稳。（宋欣杰）

农民备春耕 法律送下乡

本报讯 针对农民春耕家中人少，白天
入室盗窃案件突发的特点，民权县公安局孙
六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田间地头，宣传防
火、防骗、防盗等安全防范知识，发放宣传资
料500余份，深受群众好评。（司家全）

开展“识假辨假进集市”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2 月 21 日，驻马店市公安局
老街派出所组织开展了“识假辨假进集
市”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的识别
假币意识。活动中，民警走进辖区集市
向群众面对面、手把手展开宣传，重点讲
解了当前假币犯罪的规律、特点，为群众
讲解了如何识别假币，防止上当受骗；并
就如何正确处理自己收到假币、发现他
人持有假币如何处理等问题接受了群众
的咨询，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假币犯罪，在
发现受骗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动
上缴假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防止
假币再次流向社会。活动期间，该所共
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
识别和防范假币的能力。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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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一起殴打他人案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寺庄派出所依法查处
一起殴打他人案，行政拘留一名违法行为人王某军（男，
36岁，寺庄乡人）。经调查，王某军与本村村民王某超因
琐事发生争执，之后王某军对王某超进行殴打。民警依
法传唤违法嫌疑人王某军接受调查，经讯问，王某军对
其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王
某军被依法行政拘留。 （管永报赵宽龙）

破获特大系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公安局孟轲分局破获特大系列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该团伙自
2018年以来通过QQ、微信平台多次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涉
及个人信息500余万条。 （焦美山）

抓获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 近日，清丰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得到线索后，
迅速锁定了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韩某，并将其成功抓获。
经讯问，韩某对其在东莞市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韩某已被刑事拘留。（任文豪）

查处危险驾驶案

本报讯 近日，清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平安守
护”大巡逻活动中，查处程某酒后驾车行为。经抽血检
验，程某已达醉酒标准。目前，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已被拘留。 （戴易安）

快速侦办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本报讯 夏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快速侦办一起故意
伤害案件，消除治安隐患。1月25日13时许，因为感情纠葛，
刘某波与荆某红发生矛盾后厮打。接到报案后，城关派出
所民警快速出警，控制犯罪嫌疑人，并按照《河南省公安机
关办理伤害案件工作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调查取证
后，该所先期行政拘留刘某波，后经鉴定荆某红伤情系轻
伤二级，目前双方已达成调解，刘某波因涉嫌故意伤害被
取保候审，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丁刚赵建彪）

抓获一名吸毒人员

本报讯 2月15日，焦作市公安局焦南派出所案件
侦办大队二中队民警接到报警：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
供应处15号楼附近有一男子吸毒。接到报警后，该中
队民警迅速调查，很快掌握了吸毒男子王某的基本情
况。为尽快将其抓获，民警在王某住所周围架网布控，
进行蹲守。2 月 17 日 10 时许，民警将其抓获。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强制戒毒。 （南方）

迎风斗雪齐上阵 分流疏导保畅通

本报讯 前段时间，洛宁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李
保国带领县公安局班子成员一行数人，冒风雪顶严寒，深入
城区交通要道口，和一线执勤交警一同分流疏导过往车辆，
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李保国对当前洛宁公安交警及时启动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力以赴投入到铲冰除雪、疏堵保畅和
服务群众工作中去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向奋战在一线的
执勤民警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大力表扬，他希
望一线民警继续发扬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精神，以更强的
责任心坚守好岗位，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风雪中，全体
民警及辅警队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不畏寒冷，守护着每一
段道路、奋战在每一个岗位，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及人
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张伯伟）

全力保障春运交通安全

本报讯 正月初六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也是春运返城高
峰日，遇到大面积雨雪天气，为保障春运道路交通安全，清丰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员上路，力保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任文豪）

竭力为民挽损失

本报讯 2019年春节前夕，在外省打工的栾川县女大学
生赵某，再次接到公安机关的转款通知，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去年9月13日，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赵某，被网络诈骗1.35万
元，经过栾川县公安民警近半年的不懈追查，被骗的钱终于在
2019年春节前夕全部失而复得。 （浩南）

开展进警营活动

本报讯 日前，正阳县公安局慎水派出所开展进警营活动。
该所邀请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20余人，该所所长王
伟通报了公安机关近期工作，民警展示了警用装备及盾牌、长警
棍及钢叉的使用方法，通过进警营活动，极大增进了辖区群众对
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周颖）

走访慰问聚警心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公安局孟轲分局集中走访慰问退
休民警、老党员及困难患病民警，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送上新年祝福和慰问品。慰问凝聚了警心，激发了大家的工
作热情。 （焦美山）

严打涉黄涉赌违法行为

本报讯 为全面打击涉黄涉赌违法行为，清丰县公安局
大屯派出所继2月13日打掉一赌博窝点、行政拘留参赌人员
12名后，2月16日再次打掉一赌博窝点，行政拘留5人。目
前，17名违法行为人均被行政拘留。 （任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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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我公司运输等各类合同，由公司
统一签订，未经我公司授权，任何
个人及车辆签订的运输等各类合
同对我公司没有法律效力。车主
雇佣的司机属于个人行为，与我公
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特此公告。
安阳市北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6日
●河南零度律师事务所邢奥凯
律 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
14101201810030380，流 水 号 ：
10905856，声明作废。
●李瑞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K410014220丢失，声明作废。
●宋剑遗失三联普通平推发票
1 张，代码 141001420043，号码
09508034，声明作废。
●汝阳县柏树乡鑫鑫饭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326MA40
L2D154，声明作废。
●漯河拓威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豫LD5208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102007770，声明作废。
●漯河市畅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LL1771（411102014426）、
豫 LY917 挂（411102014436）营
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济源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
月 19 日第 12 版在本报刊登的
关于郑姗姗诉济源市万洋山铜
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的被公告人“济源市万洋铜业
有限公司”更正为“济源市万洋
山铜业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本报于2018月12月19日21
版刊登的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
民法院公告中的冯彦单诉赵晓
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其中“冯
彦单”应为:冯彦章，特此更正。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开封市祥符区广鑫农作物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102120778206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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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禹王台区坤迪文化传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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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厚坡镇民欣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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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通用钢圈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10506100001081）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

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张培喜，

手机：18937252593

●卢氏县鹿盛元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91411224MA45
HQGD04）、法人章（赵东）、公
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杨卫敏营业执照正副本（4108
23620109012）遗失，声明作废。
●宝丰县海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内乡茂源物流有限公司豫RF6
618、豫RF1600、豫RP651挂、豫
RF2768、豫RH921挂营运证丢
失，证号411325024167、4113250
25320、411325006023、41132502
5868、411325025104声明作废。
●2017年7月28日出生的郝靖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955148，声明作废。
●2017年6月27日出生的马恩
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54307，声明作废。
●2016 年 7 月 5 日出生的李书
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30355，声明作废。
●2018年6月25日出生的彭若
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09394，声明作废。
●2018 年 12 月 14 日出生的张
钧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042165，声明作废。

●2013年1月28日出生的王雨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933279，声明作废。
●2015年5月14日出生的欧璐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01455，声明作废。
●李欣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T410037435，声明作废。
●2008 年 12 月 16 日出生的刘
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860714，声明作废。
●2012 年 12 月 24 日出生的陈
奕瑾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383619，声明作废。
●禹州市功夫烤翅店营业执照
（92411081MA40LYP51G）正本
丢失，声明作废。
●李向阳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丢失，证号412828198205200
351，声明作废。
●2017年5月22日出生的王奕
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511528，声明作废。
●2016年3月17日出生的王紫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824440，声明作废。
●2012 年 10 月 30 日出生的闫
子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63964，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程俊婷面条加工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328MA428TAB2N，声明作废。
●2013年4月11日出生的张梦
茹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78386，声明作废。
●2017 年 6 月 4 日出生的裴欣
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74136，声明作废。
●2015年2月11日出生的杜文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28553，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9日出生的薛诗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24857，声明作废。
●2013年1月28日出生的朱琳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748700，声明作废。
●2015年7月31日出生的杨怡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73802，声明作废。
●邵栾，源汇区空冢郭镇叶岗
村居民，土地确权证丢失，证号
D4111020034648，声明作废。
●2018年4月28日出生的胡依
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90893，声明作废。
●2018 年 3 月 4 日出生的韩一
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89613，声明作废。

●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31410000416847256N，流
水号70002173，批准文号：豫司
文【2003】82号，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李太奎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注册号41108132102
511，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西峡县金辉钢铁工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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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澳美加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106000019484，拟
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由徐海红、郭康安、黄科锦等
人组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电话 13693711805)。
●安阳市美希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2M
A44UCRH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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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负责
人：张晓茹，清算组成员：张晓茹、
高昌磊，联系电话：1509003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