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老城
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
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
贯彻落实全区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并组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

会议强调，全体干警要坚
定检察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把坚持“四个自信”、树牢“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作
为根本政治任务，自觉把新思
想、新理念贯穿于检察工作的
全过程，明确任务、细化措施，
确保把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
落到实处。一要学深悟透。
各部门要认真研读印发的讲
话，再学习再贯彻。二要明确
目标。结合区委政法委提出
的各项工作部署，积极投身
平安老城建设。三要树立创
新意识。创新老城区检察工
作方式方法，围绕打赢“三大
攻坚战”，在公益诉讼等方面
打出老城检察特色品牌。四
要抓好检察宣传，增进辖区
百姓对检察机关的知晓度。
五 要 持 续 加 强 检 察 队 伍 建
设。六要贯彻落实《中国共
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精神，确
保党的领导贯彻到检察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坚定不移走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 (王 睛)

开展宣传教育 营造浓厚氛围

本报讯 近年来，汝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充分发挥各类交通安全宣
传阵地作用，推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
社区、进单位、进网络，定期开展曝光
典型事故案例等行动，营造了浓厚的
舆论氛围。 （黄志伟）

严查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近年来，为加强对大货
车的管理，鄢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
展排查和整治大货车超载、逆行、闯
红灯、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重点违
法行为，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并积
极联合城建、交通等部门建立长效机
制，解决突出问题。

（蔡朝斌）

强化专项整治
净化交通环境

本报讯 近年来，汝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对“三超一
疲劳”“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零容忍”，加大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查
处力度，进一步规范道路通行秩序。

（黄志伟）

“老赖”欠款被羁押
家人还款求谅解

本报讯 河南某科技公司与周
某、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商丘
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周某、李某偿

还河南某科技公司所有欠款。判决
生效后，周某与李某未履行义务，河
南某科技公司向永城市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干警要求两人依照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事项履行义务，但两
人仍未履行。据此证实李某的行为
已触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当李
某被逮捕后，其女儿便主动与执行干
警联系，要求履行义务，并取得了申
请执行人的谅解。

（祁飞 赵先俊）

平安建设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3 月 14 日下午，鹤壁市
公安局山城区分局汤河派出所组织
民警到辖区办事处为各村（居）委会
主任及群众代表开展平安建设讲
座。社区民警从平安建设的目标、
任务、创建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浅
出的讲解，并对当前开展的消防安
全 、出 租 房 屋 和 暂 住 人 口 排 查 管
理、涉枪爆排查、涉暴恐排查、重点
人员管控等工作进行了安排。最
后，派出所与各村居委会主任签订
了安全管理责任书，为构建辖区全
民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创造了
良好的治安条件。 （暴 珂）

“四个抓手”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偃师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四个抓手”全力打造清正
廉洁交警队伍。一是以“学”为抓手，
促使执法民警能够自觉抵制执法过
程中的各种诱惑。二是以“谈”为抓

手，严明纪律，严禁顶风违纪违令。
三是以“管”为抓手，落实“一人一事”
管控措施。四是以“宣”为抓手，营造
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潘松晓）

整体推动工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
交管巡防大队五中队 3 月份成绩突
出。自 3 月份以来，该中队共查获被
盗电动车 9 辆，核查“四色预警”人员
3 人，抓获逃犯 17 人，取得了骄人成
绩，有力推动了大队整体工作向纵深
发展。 （晨 辉）

深入学校
开展易制毒化学品检查

本报讯 近期，濮阳县各中学开
展化学实验考试，为避免学校化学
实验室盐酸、硫酸、高锰酸钾等易制
毒化学品管理出现漏洞，3 月 14 日，
濮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深入辖区龙
源中学、兴濮中学、外国语初中等学
校，对学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的
购买、存放、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中，民警查看了实验室的易制
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及储存设施，
并同学校负责人签订《濮阳县易制
毒化学品管理责任书》，要求严格落
实双人双管制度，建立健全台账，做
好出入库登记。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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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更正公告

●信阳市兴海龙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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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泰达保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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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旗县一龙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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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金洋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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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顺发液化气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91410421MA3XFG1
3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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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水县宏达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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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和众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411729NA00038
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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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保民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 411729NA00025
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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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华，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培
训合格证书遗失，考号：4102201
10028，声明作废。
●李远民遗失公证员执业证，证
号11614119940411，声明作废。
●内乡县昌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号牌为豫R40345的道路运输证，
证号：411325023755，遗失号牌为
豫R7106挂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411325023493，声明作废。
●王岩，警官证不慎丢失，警号：
070683，声明作废。
●季靖亚，警官证不慎丢失，警
号：172627，声明作废。
●郭瑞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92
410225MA3XGLPC49，声明作废。
●郑州汤米干洗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法人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张军委遗失郑州大学毕业证，
毕业证编号：9642032，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咱家小院农
家乐餐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502601245596，声明作废。
●郑州龙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10
5000455156；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10105098594651；河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张代码：49991631
2940，号码：08253750；郑州银
行开户许可证号码：J4910035
519501，声明作废。

●缴款人凌行柱于2018年5月
23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2417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6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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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人张涵于2018年6月8日
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3488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7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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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惠丽，正商智慧城购房房
款收据丢失，票号：1019669，金额
155012 元，票号:1017503，金额
619000元，房本票号:1019668，金
额60元，维修基金票号:1019667，
金额7010元，声明作废。
●扶沟县遵义加油站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4127211
9660418033601，声明作废。
●王依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T410038666，声明作废。
●程路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0082348，声明作废。
●朱烁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O411883565，声明作废。
●2013年6月16日出生的李管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43369，声明作废。
●2013年5月25日出生的刘诺
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945778，声明作废。

●2016 年 11 月 17 日出生的杨
柏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58950，声明作废。
●2014 年 5 月 8 日出生的马铱
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58585，声明作废。
●李晓军，汝州市公安局警官证
丢失，警号121833，声明作废。
●新县沙窝镇王山村民委员会，
中共新县沙窝镇王山村支部委
员会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卫东区建丽美容院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403MA456FAN4Y，声明作废。
●王国营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309182，声明作废。
●2019 年 3 月 2 日出生的梁静
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043468，声明作废。
●鄢陵县安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KA925挂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024004611)声明作废。
●漯河盛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LC061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2014510，声明作废。
●长葛市官亭乡多采蜂蜜产品经营
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82601013972，声明作废。
●2013年10月26日出生的李欣泽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352747，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杨栋梁手机一店税
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4103281
9750318051901，声明作废。

●本报于2019年3月20日第13
版刊登的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
告，拍卖日期更正为：2019年4月
20日10时至2019年4月21日10
时止；拍品房屋所有权人更正为
刘建新丈夫王春定。特此更正。

●巩义市北山口瑞驰汽修厂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181600247199，声明作废。
●王秋枝营业执照正副本（4102
25618034866）遗失，声明作废。
●上蔡县瑞诚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2001028315，声明作废。
●上蔡县龙瑞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2001028323，声明作废。
●上蔡县裕富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34
11722MA3XG10Q5L，声明作废。
●淮阳县宏通电力器材销售处发
票存开联遗失，代码:4100154320，
号码:04201649，声明作废。
●郑州国一金典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0491
79002，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1010503282370S，开 户 银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均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7月17日出生的冯浩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77648，声明作废。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以下单位
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1.名
称：濮阳县五星乡腾飞幼儿园证号：
豫濮县民证字第010184 法人：康
少娟主管单位：濮阳县教育局。

●洛宁县延滨市场蒋少龙服装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8690014490，声明作废。
●禹州市清香园饭店营业执照
（92411081MA4432QW7W）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紫荆拾年餐饮店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01
81MA45ETNB08，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M3553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4014009，声明作废。
●鹤壁市艳侠商贸有限公司普
通增值税机打发票遗失12份，
统一代码：91410600MA3XEP-
WL2E，发票代码：4100164320，
发票号码：25293799-25293801、
25293808、25293810、25293815、
25293816、25293837、25293838、
25293840-25293842，声明作废。
●许岩，男，1996年7月毕业于河
南财经学院贸易专业，专科毕业证
丢失，证号：96521578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素妍美甲店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登记号:9241
0102MA44DJG53P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