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福瑞达物流有限公司名下挂靠的以下车辆逾期未审验，不学习，常年联系不到车主，保险到

期未及时办理续保手续，车辆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存在妨碍行车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自登报之

日起15日内，请挂靠的车主来我公司办理一切相关事宜。逾期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挂靠的车主

自行承担，同时退出营运市场。豫L3219挂、豫L3269挂、豫L3329挂、豫L3296挂、豫L3829挂、豫

L3900挂、豫L3508挂、豫L3318挂、豫L3309挂、豫L3556挂、豫L3836挂、豫L3758挂、豫L3316挂、

豫L3898挂、豫L3928挂、豫L3919挂、豫L3286挂、豫L3586挂、豫L3216挂、豫L3311挂、豫L3322

挂、豫L3356挂、豫L3539挂、豫L3567挂、豫L3355挂、豫L3536挂、豫L3385挂、豫L3636挂、豫

L3369挂、豫L3955挂、豫L3590挂、豫L3911挂、豫L3515挂、豫L3339挂、豫L3268挂、豫L3238挂、

豫L3232挂、豫L3598挂、豫L3773挂、豫L3526挂、豫L3233挂、豫L3558挂、豫L3560挂、豫L3595

挂、豫L3616挂、豫L3396挂、豫L3939挂、豫L3519挂、豫L3335挂、豫L3568挂、豫L3298挂、豫

L3278挂、豫L3289挂、豫L3326挂、豫L3559挂、豫L3286挂、豫L3555挂、豫L3359挂、豫L3399挂、

豫L3386挂、豫L3901挂、豫L3858挂、豫L3395挂、豫L3188挂、豫LA3001、豫L3658挂、豫L3599

挂、豫L3358挂、豫L31997、豫L31981、豫L31969、豫L31936、豫L31986、豫L31973、豫L31978、豫

L31998、豫 L31991、豫 L32009、豫 L31937、豫 LD3589、豫 LC6005、豫 L32009、豫 L3233 挂、豫

L32036、豫L3598挂、豫L3219挂、豫L31959、豫L3226挂、豫L31939、豫L3317挂、豫L3319挂、豫

L31988、豫L3209挂、豫L31955、豫L3632挂、豫L3666挂、豫L32086、豫L3277挂、豫LC6005、豫

L3506挂、豫L3618挂、豫L32058、豫L3338挂、豫LA8369、豫L3639挂、豫L3578挂、豫L31993、豫

L3336挂、豫LA8002、豫L3866挂、豫L3588挂、豫LB6016、豫L3376挂、豫L3838挂、豫L3188挂、豫

L3285挂、豫LC6008、豫L3816挂、豫L3663挂、豫L3610挂、豫L3608挂、豫L3936挂、豫L3300挂、豫

L3532 挂、豫 LA6158、豫 LA6019、豫 LB3322、豫 LC6589、豫 LD3636、豫 LA6536、豫 LA8003、豫

LC3568、豫LC6001、豫LA6363、豫LA3007。

公 告
南阳光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137户企业：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南阳光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137户企业（以下简称当事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

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现已查明，当事人存

在上述违法行为，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1、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或现场检查笔录。2、企业两个年度未

年报记录。3、由注册住所的第三方出具的证明。4、税务局提供的企业申报信息证明。以上收集的证

据，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2018年12月18日下发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由于无法直接送

达和邮寄送达，本局通过2018年12月18日的《河南法制报》宣传媒体和内乡亲民网及内乡县食品药品

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公告送达，告知拟吊销其营业执照。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申报两个年度年报，且未在登记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以及成立后无

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违犯了《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一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施行细则》第六十条之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因当事人不在登记场所，无法直接、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进行公告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局处罚决定，可在本处罚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60日内，向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内乡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名单请登录内乡县亲民网公告栏查询或到内乡县

食药工商局公告栏查看。

2018年3月19日

内乡县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对吊销营业执照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公告 （一）魏炎星(身份证号码:41038119890911****)

你向大口镇韩村村南的土沟内丢弃、遗撒固体
废物的环境案件已经偃师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
案件会审小组集体会审会研究决定。因无法与你
取得联系，现将《偃师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偃环罚决字(2019)第 043号)公告送达给你。
请你见本公告后速到偃师市环境保护局(地址:偃师
市商都路68号)211室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二）韩胜利(身份证号码: 41032119720210****)

你与王新坡协商并组织人员和车辆向古路沟
村南沟内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的环境案件已经偃师
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案件会审小组集体会审会
研究决定。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将《偃师市环
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偃环罚先告
字[2019] 第033号)公告送达给你。请你见本公告
后速到偃师市环境保护局(地址:偃师市商都路68
号) 211室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偃师市环境保护局 2019年3月19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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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当班我

□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李国旗 易卫华

“我们都很喜欢她，她是给大家送温暖的
‘小警花’，也是我们的‘小棉袄’。”近日，河南法
制报记者跟随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卫河社区
民警温少辉在她的辖区当班一天，群众对她的
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卫河社区常住人口1.3万余人，社区警务室
只有温少辉一名正式干警。2016年一入警就到
这里工作的她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社区特殊
人群帮扶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知人、知事、知病
情；主动、带动、促联动”的“三知三动”工作法。

“妹妹，你过来了？来，坐下，咱俩说说话。”家
住濮阳市龙丰热电小区的谢某一听说温少辉要来
家里，提前打开家门迎接，见到小温后一把就拉住
了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十分开心。原
来，谢某身体不好，需要长期服药，家庭负担较重。
温少辉经常会上门询问病情和生活情况，和她拉家
常解闷。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邻居
们都说，谢某的精神状态也比之前好得多。

“我的辖区有好几所学校，每周我都会把学
校走访一遍，我也是个妈妈，所以孩子们的安全
我格外上心。”温少辉说。出了谢某家，她来到
濮阳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一键报警’装置你们
安装测试了没有？会不会用？演示一下吧？”温
少辉一边检查幼儿园门岗的安全设备和安全记
录，一边询问新设备安装使用情况。安保人员
测试成功后，她才在检查记录上签了字。

“我等你一天了，你可算来了。准备什么时
候给我们的学生上法治课啊？好几个学生都问
我啥时候还能见到警花姐姐来讲课。”当温少辉
走到濮阳市外国语学校门口时，学校的安保负
责人任进学赶忙问道。“我今天是来检查测试

‘一键报警’系统的。上个月不是才给你们学校
上了法治课？”温少辉笑着说。

凭着为辖区群众服好务的理想信念，凭着腿
勤、仔细、善学习的工作态度，凭着每天不惜辛苦
的来回奔波，温少辉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
2019年，她被濮阳市公安局评为“全市十佳社区民
警”。“我的辖区很祥和，跟大家越处越开心。每天
我的行走记录都保持在2万步左右，而且这样遛
弯，我也能保持好的身材。”温少辉俏皮地说。

她帮申请人拿到救助款

用汗水筑牢“法治防火墙”

社区“小警花”
□河南法制报记者李梦扬通讯员王献奇王天栋/文图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青 春 秀 美
的脸庞，干净利
落的短发，自带
一 种 青 春 洋 溢
的 知 性 美 。 王
营 营 是 滑 县 检
察院一名 85 后
美女检察官，今
年是她从检的第
六年。在滑县检
察院工作的5年
时间里，王营营
一直践行着自己
的工作准则，做
一个有司法温度
的检察官。

3 月 12 日 7 时 30 分，滑县检察院
女检察官王营营早早地来到了办公
室。这天，王营营要和同事一起赶到
40 多公里外的牛屯镇，为一位申请司
法救助的群众核实家庭情况。经过一
个小时的颠簸，王营营抵达牛屯镇何庄
村。环顾申请人老何家里的情况，房屋
老旧，陈设破损严重，连最基本的家用
电器都没有置办。王营营用手机将情
况一一记录下来。

中午 12 时 30 分，王营营回到院
里，在餐厅简单吃几口饭后，立马回到
办公室，利用午休时间将上午的调查
情况形成报告。“我想尽早帮到他们，他
们太不容易了。”王营营话语虽简单，但
每个字都饱含情感。下午2时，报告完
成。此时办公室外站立着一对老人，她
热心上前询问，老两口是 来咨询问题
的，虽然还没到上班时间，她还是将这对
老人搀扶进了办公室，认真听老人陈
述。我悄悄地走出去，倒了3杯水，两杯

给了两位老人，另一杯给了王营营。
原来，老两口因为宅基地问题和

邻居发生了纠纷。根据相关规定，他
们反映的情况不属于检察机关的管辖
范围。看着老人迷惑无助的眼神，王
营营从书柜中搬出一摞法律书籍，一
条一条不厌其烦地解释给他们听。老
两口起先紧锁的眉头渐渐展开。

送走两位老人，已是下午近 5
时。王营营迅速拿起写好的审查报告
走进科长办公室。20分钟后，王营营
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领导已经同
意，经过审批，老何很快就能拿到救助
款了。

下午 5时 30分，王营营电话铃声
突然响起，原来是另外一起司法救助
案件的当事人，他说两万元司法救助
款已经收到。放下电话，王营营笑着
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一位申
请人拿到了救助款，另一位申请人应
该很快也能拿到救助款了。”

记者
手记

3月15日，睢县司法局周堂司法所
所长祝艳伦像往常一样，赶在 8 时前
来到周堂乡司法所。扫地、擦桌子，打
扫完卫生之后，他立即登录河南省社区
矫正信息管理系统，查看每一位社区服
刑人员的定位和考勤情况。祝艳伦说：

“晚上不能随时查看，所以每天上班第
一时间就登录系统查看，及时发现异
常，杜绝脱管和重新违法犯罪。”

确认辖区23名社区矫正人员行踪
没有异常后，祝艳伦又来到周堂乡综
治中心，查看前一天的法律咨询、矛盾
纠纷记录本，对群众登记的疑难纠纷
认真梳理，随后再逐一归类消化。

8时，司法所其他工作人员陆续到
岗，“前天因为土地发生纠纷的当事人
可能还会来，你做好接待。你随时监
督社区矫正人员的行踪情况。你跟我
下去走访……”安排完工作后，祝艳伦
开始整理课件。“每个月至少要组织社
区矫正人员学习两次，这两天又该上
课了，授课内容要尽量做到不重复，要
多查阅资料，来不得半点马虎。”祝艳

伦边在电脑上忙乎，边对河南法制报
记者说。

9时，郭营村因为宅基地发生纠纷
的两个当事人来找祝艳伦。几年前，
郭营村开始新农村改造，村里约定，有
占地的情况，要给对方相应补助，但钱
要交给村委，再由村委把钱给另一家。
老郭家在后院，盖房子的时候，前院占了
他家的地，老郭当时在外打工，前院的人
说给了村支书1900元钱。但后来村支
书去世了，此事也就放下了。今年老郭
回来，发现前院一家在自己的地上还盖
起了车库，“我没钱没地，现在地的价格
都涨了，他给我1900元肯定不行”！

祝艳伦找来土地所、派出所一起
调解，双方有所缓和。祝艳伦让双方
都回去再想想，并暗下决心：“让他们
冷静冷静，下次一定调解成功！”

下午，祝艳伦又去走访了几个社区
矫正人员，在祝艳伦调解室接待了两拨
来访群众，他热情接待，尽可能让群众
满意而归。送走来访群众后，他将一天
的工作做好汇总录入电脑……

跟 踪 当 班
采访，祝艳伦对
司法行政事业
的坚守更让我
明白什么是“责
任”。基层工作
平淡却忙碌、琐
碎却重要、严格
却温情，也正是
有了全体基层
司法行政人的
一趟趟跑腿、一
次次走访、一回
回流汗，才得以
筑牢基层民生
平安幸福的“法
治防火墙”。

记者
手记

“小警花”温少辉在社区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