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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汝阳县公安局十八盘派出所
所长刘少传，2001 年入警，18 年始终坚守
奋战在默默无闻、服务群众的基层派出
所，诠释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本色。2018
年，在全县“最美汝阳人”评选中，刘少传
同志作为县公安系统的代表，成功当选

“最美汝阳人”。
近期，在洛阳市开展“压发案、提效

能、迎花会”专项行动以来，刘少传同志带
领全所民警、辅警，连抓两名网上在逃人
员，为县公安局专项行动再立新功！

2018年 9月份，汝阳县十八盘乡的靳
某喜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上网追逃，但由
于其长期不在户籍地居住，找寻困难，致
使追逃工作陷入了僵局。今年 4月初，刘
少传积极工作，通过各种侦查手段，确定

了靳某喜的准确位置，终于将其抓获。
2018年，汝阳县城关镇连续发生多起

盗窃电动车电瓶案件，汝阳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最终锁定伊川籍犯罪嫌疑人温某
卫，但其非常狡猾，久捕不获。在本辖区案
源较少的情况下，刘少传主动打破地域限
制，紧紧咬住该犯罪嫌疑人不放，开展工
作。最终在2019年4月20日，犯罪嫌疑人
温某卫主动到汝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并
如实交代了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事实。

刘少传总是以这样的坦然和真实去
对待工作，他也是整个汝阳公安队伍的一
个缩影。汝阳公安队伍也正是有了像刘
少传这样的人，公安工作才始终呈现出一
种朝气蓬勃、不断进步的精神，不断创造
出更大的业绩！ （袁胜洋 张慧）

本报讯 张雅萌自 1987 年入警以来，
长期从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连续负责洛
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科工作达 25
年，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
次，被评为全省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公安法制“十
佳”民警、洛阳市劳动模范。张雅萌所负
责的法制科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10
多次被嘉奖和评为先进集体。

由于勤奋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张雅
萌还是公安部首批聘任的公安交通管理
高级工程师，也是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聘

任的学业导师，著有两部交通管理业务工
作专著，先后有26篇学术论文在《人民公
安杂志》《人民公安报》《公安内参》等刊物
上发表和获奖。

25 年时间里，张雅萌先后主持起草
了 3 部地方法规和一部地方规章。由于
工作突出，支队连续7年被市政府评为依
法行政先进单位；2016 年被省政府授予
第一批“河南省服务型行政执法示范点”
称号；2018年被市政府授予“市级服务型
行政执法示范点标兵”称号。

（常向阳 石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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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维护申请人权益

本报讯 赵某与翟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上蔡县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翟某赔偿原告赵某
各项费用共计 126325元。赵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承办法官多次联系被执行人翟某，再三督促其
履行义务，但其一再推诿，且躲避执行。执行干警
又多次到翟某家中走访，其家人以翟某外出务工多
年不在家为由，拒不配合执行。法院依法将翟某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日，执行干警依法将翟某
传唤至法院。执行法官再次对翟某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分析利害，劝其将心比心，考虑下申请人的难
处。最终，翟某同申请人赵某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
议，并于当天履行6万元赔偿款。（张高顺 张艺琼）

调解方式提高仲裁效率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阳市殷都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以调解方式解决案件，最大限度地实
现了当事人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及时地化解了一
批纠纷，有效避免了一些当事人因纠纷未解决而遭
受更大损失，也充分发挥了劳动仲裁定分止争的职
能。该仲裁委员会公平公正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促
进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 （段智君）

偷手机被刑拘

本报讯 日前，淇县公安局卫都派出所接到张某
报警，其手机在朝阳山景区被盗。卫都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调取监控视频，很快锁定嫌疑人为一中
年女子。该女子在购买物品时，趁张某不注意将其手
机拿走。随后，民警在景区寻找嫌疑人，最终在一小
时后将其抓获。经讯问，王某交代当天她来到淇县朝
阳山景区游玩，在一店内购物时将张某价值6000余元
的手机偷走。目前，王某已被刑事拘留。（牛合保）

集中腾房 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安排部署集
中腾房专项执行行动，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
及时依法执行，实现对集中惩戒一批、对失信被执
行人教育一片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刘志文）

他们是平安的守护者

公安法制战线上的“老黄牛”张雅萌

坚守一线的“最美汝阳人”刘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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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绿化农资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失，注册
号410108600415686，声明作废。
●缴款人李喜凤于2018年12月
07日在新郑法院缴纳的诉讼费
147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029318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
据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红庙镇堤湾东村一组村
民赵海兵，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证书编号：NO.J41022500
92144，流水号092144，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牛传顺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10360091
9788，声明作废。
●安阳县柏庄市场泽华制衣部
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500MA4135R317，声明作废。
●缴款人张巧、刘群立于2018年6
月29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 4687 元 所 出 具 的 票 号 为
0826203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
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
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陈志超 410108198906300018
就业创业证编号:410108001600
0496遗失，声明作废。
●文峰区原野餐厅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502MA3XHY0R9Q，声明作废。

●王汉华（身份证号：

522326198609131239，

户籍地址：贵州省望谟县

纳夜镇田湾村），婚后居住于河南

省许昌县尚集镇大徐社区二组，自

2017年10月8日离开许昌外出打

工至今未归，希望知情者或你本

人看到本启示后，速与王汉华爱人

俎小燕联系，电话：15188506456。

●安阳市三春晖文化教育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郭燕玲、于庆红组成，清算组

负责人：郭燕玲，望所有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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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燕玲，电话：18567783979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10000

757122704G) 经会员代表大会通

过，拟将依法注销。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本研究

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胜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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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敬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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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辉宏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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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静、高璞位于郑州市上街
区新安东路69号13栋2单元301
号的共有产权房屋，抵押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上街支
行的不动产权证明（豫（2018）上
街区不动产证明第0004400号）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云之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0105MA3X9
81L1D，声明作废。
●周口市翔通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36652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36953，声明作废。
●西峡县辉宏矿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23000017596，声明作废。
●武陟县金城金属制罐包装厂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1
0823MA42MEHU81，声明作废。
●虞城县全顺婚庆礼仪服务部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613360954，声明作废。
●梁倩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
号：411224610075610，声明作废。
●新蔡县来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9NA001239X，声明作废。
●周口市东明运输有限公司豫
P3A605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6919，声明作废。

●2018年8月28日出生的刘恬
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500346，声明作废。
●2012 年 11 月 21 日出生的华
晨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184857，声明作废。
●安阳安珠阀门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4105000107098；财
务章，编号：4105000107097；法
人代表韩美丽手章，声明作废。

●洛阳曹营合金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5000万元减至1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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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惠尔仪表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800万元减至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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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置业有限
公司兰考分公司行政公章（章号
4102250014467）遗失，声明作废。
●2014 年 5 月 18 日出生的贾
沐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34324，声明作废。
●豫 A755F 挂营运证丢失，证
号410183019913，声明作废。
●陈宇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T410036928，声明作废。
●2014年8月9日出生的侯夏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54162，声明作废。
●2009年6月1日出生的许艺
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108477，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G6822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0023838，声明作废。
●2013 年 1 月 30 日出生的张
晨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938062，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25日出生的宁
颖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170716，声明作废。
●2010 年 7 月 17 日出生的李
琪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38395，声明作废。
●纳税人贾磊（税号41232619780
7107264）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丢
失，发票代码041001800105，票号
12878947、12878948，声明作废。

●南乐县鑫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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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林羡委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代码934103275948633

0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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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天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391000015046）经股

东会决定予以解散，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成员由股东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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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王先生，联系电话 13613877977

寻亲公告

注销公告
●柘城县诚合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代 码 91411424MA451LHB

X3经股东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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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