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以“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为
载体，举行“庆祝建党98周年”演讲
比赛。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进昌摄影报道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南环分局
开展“纪律作风提升年”暨“大讨论”
活动，组织干警上党课。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鲍可摄影报道

本报讯“南阳有高铁了，这样
一个多小时就能到郑州，还能去重
庆吃正宗火锅，想想都兴奋。”近
日，一位韩姓市民的话道出了无数
南阳市民的心声。

2016年 6月，郑万高铁全线开
工。南阳市宛城区被确定为项目
建设主体单位。

根据规划，高铁片区分为启动
区、科创片区、会展片区、文旅片区、
物流片区，共5个功能区，先期建设
的起步区占地约 1600 亩，计划在
2019年10月全面通车后投入使用。

为了确保通车，不辜负千万南
阳人民的期待，宛城区委、区政府
不等不靠，攻坚克难，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高铁片区
的火热建设中去。这是自 2012年
服务全国第七届农运会后，宛城区
又一个重大“一号工程”。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说：“我
们高度重视高铁片区建设，将其作
为我区的‘一号工程’，作为区委、
区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区
上下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把这项
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同时，
我们严把质量关，不出现一丝一毫
的问题，确保把高铁片区打造成展
示南阳形象的亮丽名片。”

面对高铁片区一平方公里起
步区土地征收和地表清理任务，宛
城区发扬“勇于担当，务求实效”的

精神，仅用 20余天时间，就完成近
2100亩土地征收任务，5天实现地
表清理大头落地，征地补偿款、青
苗款等各类补偿款共计1.4亿元全
部发放到户，创造了土地征收的

“宛城速度”。
施工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的日夜辛劳，换来的是高铁片区
各项目实实在在的进展。截至目
前，高铁片区已开工的四个项目都
已成绩斐然，片区雏形显现。

登高俯瞰，郑万高铁宛如一条
巨龙穿城而过，高铁片区就是巨龙

“掌中的明珠”熠熠生辉，托起了宛
城区崛起的“腾飞梦”。

（袁永强史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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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署 提升执法满意度

本报讯 近日，上蔡县检察院召
开党组扩大会，安排部署下阶段提
升执法满意度工作。会上，该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闫宝就落实好提升
执法满意度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
要认真分析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
度的现状及形成原因，找准症结，确
保相关政策尽快落实，推进检察公
信力实现全面提升；二要积极制定
和调整部门规章制度，对全院提升
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各项工作
任务进行分解，定人定责，各部门负
责人亲自部署，提高执行力，增强凝

聚力，加大对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执
法满意度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做
到履职尽责，严肃问责；三要认真落
实新媒体管理办法，强化宣传阵地
的管理工作，明确工作突破点，注重
宣传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
工作中涌现的典型，加大普法宣传
力度，充分利用媒介宣传检察工作
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进一步做好
网络舆情的监测和维稳工作，展示
检察新形象；四要树立全院一盘棋
的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迅速行
动，形成合力，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
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加强组织
领导，积极协调配合，凝心聚力，稳
步推进各项相关工作。

（梁云琪 戚晓刚）

多措并举 提高警惕防溺亡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有效预
防和减少未成年人溺亡事故，登封

市公安局石道派出所社区民警结合
辖区实际，采取入户走访讲解知识、
发放宣传彩页、上法治教育课、巡逻
巡查、设置护栏等方式，切实增强辖
区青少年防溺亡意识。

（张向阳）

欠钱不还 刚出拘留所就进法院

本报讯 7 月 8 日，永城市法院
执行局法官来到该市拘留所门口，
将刚刚走出拘留所大门的刘某带到
永城市法院。原来，刘某因拖欠永
城某商业公司的工程款而被永城市
法院强制执行。到法院后，刘某立
即联系商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
某，表示愿意用半年的时间分期偿
还自己所欠的 57万元，并用自己的
公司对该欠款进行担保。约定了还
款计划后，申请执行人当即向永城
市法院提出了撤销执行申请。

（陈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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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宛城区：

高铁片区托起“腾飞梦”

● 潢川县蓝天煤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5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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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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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新密市市区麟福祥老北京布

鞋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82600312943，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舞阳县农林局机

关委员会原公章（编号411121

0022877）丢失，声明作废。

●2018 年5月3日出生的吴恺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901116，声明作废。

●2012年9月21日出生的李琨

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72844，声明作废。

●2011 年 12 月 16 日出生的殷

卿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2920，声明作废。

●2017年11月9日出生的姚婉

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40426，声明作废。

●2012年12月23日出生的裴涵帅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740691，声明作废。

●郸城县白马镇桥口村十一组村民

张文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丢失，

编号D4116250049768，声明作废。

●河南一诚实业有限公司财务

章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润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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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鹏飞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29M

A45A76T8J）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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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丰腾酒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224000043040）经出资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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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春之秋羊毛衫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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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腾润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编号4111220010433，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卫云饮吧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000

MA444LET35，声明作废。

●2015 年 12 月 11 日出生的任

柏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25090，声明作废。

●商城县名人商务宾馆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30271966

0212273101，声明作废。

●2003年8月16日出生的茹梦

璐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D410188904，声明作废。

●王玉梅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流水号073168，证书编号

D4111040076163，权证代码411

104203206030036J），声明作废。

●河南众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编号4116280007816，声明作废。

●河南海瑞禾涵实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914104

82MA3X89844D，声明作废。

●周口市星海运输有限公司豫

P8A900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68349，声明作废。

●漯河柘威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豫LR158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102013734，声明作废。

●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A185 挂车辆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4013867，声明作废。

●郸城县鑫艺广告部遗失河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四份，发票号码：

28994887、28994883、28994893、

28994894，声明作废。

●杞县盛世皇朝网吧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

号：410221200042，声明作废。

●临颍县贵达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遗失，编号:41112200

35461，声明作废。

●临颍县贵达商贸有限公司

行政章遗失，编号:411122003

54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

公司驻马店中华路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4117020046401，声明作废。

●开封县龙飞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224NA000531X，声明作废。

●河南怡和律师事务所李胤（身

份证号 411303198705170042）

律师执业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

14113201521943930，声明作废。

●2012年2月14日出生的陈梦

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649440，声明作废。

●2012年12月4日出生的崔舒

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060550，声明作废。

●2019年5月28日出生的孔子

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618357，声明作废。

●周口天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豫 P8B301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5128，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泰物流有限公司豫

PG0022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8363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临颍县贵达商贸有限公司银

行 开 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042000827701，声明作废。

●范县光源混苯加工厂开户许

可证遗失，核准号：J50230005

37301，声明作废。

●汝州市现营调味品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城关镇彤彤红辣椒美食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610136141，声明作废。

●西华县迟营乡八戒家庭农场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

11622MA42X4WD77，声明作废。

●信阳市新东方畅宇通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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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兆企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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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