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响防灾减灾宣传“集结号”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消防支队
以全国第 11个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
机，围绕“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
命安全防线”这一主题，吹响防灾减
灾宣传“集结号”。全市共开展培
训 36场次，组织宣传活动55场次，开
展疏散演练 113 次，参与群众 9500
人。 （李文静）

举办“童心·火焰蓝”实践活动

本报讯 为让广大消防员子女度
过一个欢乐的六一儿童节，近日，焦
作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了“童心·火
焰蓝”主题实践活动。全市 100余名
消防员子女走进消防队站，与消防员
欢聚一堂，进行互动，“零距离”感受
父母工作的辛苦与光荣。（李文静）

严格履职扫黑恶

本报讯 任栋是濮阳市公安局昆
吾分局扫黑除恶专业队队员。虽然
入警时间不长，但他勤恳认真，敬
业奉献，先后参与核查涉黑恶线索
20 余条，建立完善了分局扫黑除恶
规章制度，整理了卷宗档案、线索
台账等资料，为分局扫黑除恶工作作
出了贡献。 （晁群山）

积极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偃师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积极做好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大力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

交通法规，减少因不文明交通行为导

致的交通事故，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

注交通安全、携手保障文明交通的良

好氛围，全面推进文明交通行动，为

创建文明城市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

境。同时，该大队不断推进省级文明

单位创建工作，多次召开创建专题会

议，研讨部署创建工作，建立文明创

建工作台账，确保创建工作有序推

进。为使精神文明建设办出风格、办

得扎实，该大队在办公楼的长廊里悬

挂了在大型活动中出彩的交通民警

的先进事迹，反映交警的风采和精神

风貌，以此鼓舞人心，激发斗志。文

化墙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交警

大队的工作。 （潘松晓）

护航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濮阳市公安

局胜利分局紧紧围绕全区高质量发

展主线，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责

任担当，想民企所想，急民企所急，制

定下发了《胜利分局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努力打
造和谐稳定的营商环境，助推全区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转型提质、突破提
升。该分局坚持多联互动，构建稳定
营商环境；坚持打防结合，营造优质
营商环境；坚持民生警务，创建温馨
营商环境。 （楚明宇）

侦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本报讯 5 月 19 日，武陟县公安
局乔庙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村民报
警称：该村民家和周围附近多家曾出
现晾晒在院中的衣物被损坏事件。
乔庙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群众了解
到，违法嫌疑人在乔庙乡前冯堤村先
后非法入侵四家院子，并损毁了院中
晾晒的衣物。

该派出所高度重视此案。民警
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嫌疑人左臂上方
有文身，身材偏瘦。5 月 21 日凌晨，
该派出所民警经过多方查找，将违法
嫌疑人冯文某抓获。 （张迪）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刘华）当前是罂粟开花结果
的时期，也是开展毒品原植物踏
查的关键时期，焦作市公安局定
和分局民警深入辖区空地、村
庄、院落、农田等场所，开展全面
铲毒、踏查行动。

4 月至 5 月，该分局民警在

辖区新新家园小区、轮胎厂家属
院、铁路定和小区北墙外高铁沿
线等多个区域发现若干株罂粟
苗和开花结果的毒品原植物罂
粟。民警及时铲除了罂粟，并对
周边群众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从
群众意识方面消除毒患。

罂粟、大麻、古柯等毒品原

植物是制作毒品的原材料，法律
严禁种植，种一株就属于违法。
明知是毒品原植物仍非法种植
且数量较大，或经公安机关处理
后又种植，或抗拒铲除的，均构
成非法种植原植物罪，要接受法
律的制裁。民警提醒：毒品深似
海，种花需谨慎。

基 层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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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建设“纪律作风提升年”，
防范非法集资犯罪，新乡市公安局南环
分局开展了“与民同心为您守护”“5·15”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河南法制报
记者穆黎明通讯员鲍可 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以
“纪律作风提升年”活动为契机，组织民
警开展保护“三电”设施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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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罪恶之花”无处绽放有毒必铲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周口化

学危险品分公司豫P58C9挂营运证遗

失，证号411620082421，声明作废。

●郑州义林轩油漆有限公司遗

失 2008 版五联增值税普通发

票 24 份，代码 4100061650，号

码00093466-00093480，00093

482-00093490声明作废。

●安阳县蒋村镇文军建材经销

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2260013630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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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丽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新土国用（2002）第
13777号），现声明作废。
●张玉珂，女，河南广播电视台
记者，记者证遗失，证件号码：
G41000155001299，特此声明。
●河南友宝商贸有限公司洛阳
分公司（91410307MA3XA2CW
0L）遗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2 联），代码 4100162320，
号码44899856，声明作废。
●郑州绿丰种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原件丢失，注册号：
4101002209896，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好久不见酒吧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1507782,声明作废。
●茹松涛，不慎将新华国际8#
西单元17层东户，渑房权证字
第04256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龙威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豫AE2788营运证不慎丢失，证
号：410103000712，声明。
●2012年7月30日出生的杜俊
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30059，声明作废。
●2016年8月1日出生的宋诺一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122125，声明作废。
●2014年5月24日出生的王夏
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562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2012年11月3日出生的王昊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79288，声明作废。

●王楚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1413769，声明作废。

●田湖艺洁电动车专卖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325600147531，声明作废。

●王小丹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一代码 92411122MA44PL3

C9Y，声明作废。

●2017年2月19日出生的苗睿

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399828，声明作废。

●郑州碧桂园海龙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的碧桂园龙城一期A地块项

目位于荥阳市索河路与飞龙路交

叉口西北侧2018年9月通过环保

验收。乔先生0371-69001005。

● 新密市民政局公告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经核准，该

单位符合成立要求，准予成立登

记，特此公告。名称：新密市睿

智再发力文化课辅导中心，统一

代码（登记证号）：52410183MJY

2178096，法人代表：冯新安，业

务范围：文化课培训，开办资金：

人民币叁万元整，地址：新密市

苟堂镇苟堂街供销社院内，业务

主管单位：新密市教育体育局。

●上蔡县飞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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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静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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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郭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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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华美旅行社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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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鹰运场站有限公司经
营许可证（证号410425000096）
声明注销。
●郏县昌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许可证号410425101
218、410425101210）声明注销。
●汝南县晶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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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烈日改性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323MA40JPTC
9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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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司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金长虹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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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鲜美达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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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千乡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11625NA00173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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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文武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代码93411625MA3X5M3R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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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成富紫砂陶瓷工艺美术制

品有限公司（统一代码91410421

MA44BF64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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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保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为：934105260613576

442），拟向主管部门申请注销，望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内清算

债权。联系人：闫保现，联系电

话：15824609588

●2017年5月23日出生的麻玲

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815155，声明作废。

●宜阳县香鹿山镇万家乐陶瓷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327MA42KG8K35，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15日出生的杨

童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554261，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杨占辉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0560

0092343，声明作废。

●洛阳雯康申秋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34

10300MA3XAJ834Q，声明作废。

●高凤毕业于郑州树青医学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97级西医士专业毕

业证丢失，毕业证编号：豫教职业

中专毕字：*****号，声明作废。

●张丽维、马铁山位于尉氏县水

岸皇城 6-2-2601 的房产证遗

失，证号：32005391，声明作废。

●潢川县星欣美西餐厅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JY24115260025855，声明作废。

●漯河鑫康运输有限公司豫

LL8660道路运输证遗失，证号：

411102015882，声明作废。

●周口市富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22C6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81716，声明作废。

●太康县留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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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圣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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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祁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6600万元减至49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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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