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为巩固开展“纪律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新乡市公安局南环分局在辖
区32中开展“对校园欺凌说不”主题安全
教育课。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鲍可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留光派出所以
“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为契机，深
入辖区加油站点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防
患未然，确保平安。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
黎明 通讯员齐江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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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5 日出生的王
一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149097，声明作废。
●2018 年 4 月 1 日出生的冯安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714621，声明作废。
●舞阳县红旗消防器材供应
站原发票章作废，编号4111210
007459，声明作废。
●河南中原铁道物流有限公司
灵宝市康乐西路客票代售点发
票领购本遗失，税号：91411282
563746981L，声明作废。
●驻马店源汇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1727MA4583P0X0，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赵红（410223198302183542）
失业证遗失，证号（41022300140
06788），声明作废。
●文峰区亿达汽配商行遗失通
用平推机打发票 1 份，发票号
码：36664423，特此声明。
● 安阳高新区宏光科技电脑
店不慎遗失 2016 版增值税普
通发票两份，发票代码410016
3320。起始号码14833852-14
833853，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银星快捷酒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
证编号：JY14107030017078、
JY24107030018826，声明作废。
●刘文杰，男，2014年3月2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O41
074459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鹏博，男，2017年3月31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Q41
207353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范雨晴，女，2016年7月2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Q41
032039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唐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两枚公章及刻章证丢失，
公章编号为：4116010014059、
4116010020955声明作废。
●周口市亚林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及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0
80001214701)丢失，声明作废。
●赵全有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224617073914)丢失，声明作废。

●范县茂松惠民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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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圣泰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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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广茂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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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云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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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冯占领藤编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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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倩倩丢失漯河绿峰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据【编号00155
34，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王刚强，男，身份证号码41112119
7407015017。1993年9月至1995
年6月在郑州人民警察学校学习
交通管理专业期满，完成学业毕
业，毕业证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侯亚锋，男，身份证41112119
7409210019。1993年9月至1995
年6月在郑州警校交通管理专业
学习期满。完成学业毕业，毕
业证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河南天丰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玉兰空间服饰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0131322，声明作废。
●南阳市英利煤炭物资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李甲
亭）丢失，声明作废。
●方城县诚信复印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1322MA44KA7
J4F)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龙华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W659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3103，声明作废。
●漯河市润森木业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编号：4111220034640，
声明作废。
●周口市鸿远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81804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0384，声明作废。

●河南煜润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
河南煜润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
A40LXN05L）河南煜润达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古磨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河
南古磨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71260
1162N）河南古磨池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驻马店源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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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步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082MA3X9X7
G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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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众鑫智慧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1082MA3X4
WX1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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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海涛小吃店营业执照
（92411322MA410BWE30)正副
本丢失，经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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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通盛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8A788（411620068229）、
豫 P1G91 挂（411620019916）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祥符区杜祥俊在鼎鑫花园3号
楼1单元802房屋买卖合同（编
号:34000352）遗失，特此声明。
●蔺建武营业执照正副本（4112
24610022903）遗失，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29 日出生的王
莫鑫的出生证明遗失，编号：
O411327517，声明作废。
●李承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O410596181，声明作废。
●豫 A1281H 营运证丢失，证
号410183020229，声明作废。
●张语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T410618529，声明作废。
●河南平安集团周口市伟利汽运有
限公司豫PN6315营运证丢失，证
号411620092479，声明作废。
●2011年1月20日出生的褚宇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315727，声明作废。
●2017 年 12 月 17 日出生的李
沫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89716，声明作废。
●2013年3月30日出生的李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870911，声明作废。
●郭丙生军残证丢失，证号豫
军S047060，声明作废。
●李军强收据丢失，位于新蔡县毛
氏济世堂项目部邮政花园5号楼10
层西户面积167.57㎡，定金50000
收据号8265666，声明作废。

●李军强收据丢失，位于新蔡县
毛氏济世堂项目部邮政花园5号
楼9层西户面积167.57㎡，定金
50000收据号8265667，声明作废。
●河南古早味戒烟品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9 年 2 月 23 日出生的刘
可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376005，声明作废。
●郸城县白马镇胡寨村二组村
民王连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丢失，编号D4116251032260
20148，声明作废。
●新密市超化镇天天鲜蔬菜水
果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82600250318，声明作废。
●2017 年 9 月 15 日出生的刘
梓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39241，声明作废。
●栾川县鸿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34
103245934 32414N，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20日出生的冯
梦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145516，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赵敏营业执照（注册
号411729627283743）正副本丢
失，税务登记证（税号412828199
205101542）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 姓 名 ：刘 明 睿 ，编 号 ：
T410803209，出生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部分信息有误，声明作废。
●2012 年 11 月 3 日出生的刘
锦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29950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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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上蔡县检察院
开展以“共和国建设者走进检察机
关”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普通劳动者
代表等10余人走进检察院，零距离
接触和感受检察工作。在发挥检察
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该院充
分运用支持起诉、支持仲裁、查办虚
假诉讼等职能，维护广大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该院积极打造欠薪案件
快速办理绿色通道，坚持提前介入，
快捕快诉，重拳惩治，精准打击；不
断延伸职能触角，紧密配合全县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与劳
动监察、公安、法院等部门协调联
动，形成打击合力，切实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检察开放日活动中，受
邀劳模代表依次就检察机关如何更
好发挥检察职能维护群众利益，创
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者就业环
境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建议。
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尚淑丽对
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感谢。她表
示，下一步，该院将对大家提出的宝
贵意见和建议进行梳理研究，落实、
落实、再落实，更好地促进检察工作
开展。 （毕亚磊梁云琪）

人脸识别助老人回家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
高新派出所创业路警务工作站接
到报警称，一名老人迷路了。民
警找到老人后，发现老人不能提
供有效信息。民警用“移动警务查

询终端”，通过人脸识别确定了老人
身份，联系到其儿子潘先生，将老人
送回亲属身边。 （苏毓亮）

宣传普及安全知识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公安局
宣化派出所开展“平安守护”“一村
一警”工作，组织社区民警、辅警进
校园、走村落、访企业，开展反恐怖
知识、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通过
上安全教育课，张贴发放反恐怖海
报、知识手册，有效增强了辖区居民
的安全防范意识。 （郭阳飞）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污染防
治攻坚办组织市城市管理局对市
区 30条道路进行“以克论净”集中
抽查考核，其中 29条道路合格，一
条超标，整体达标率96.6%。

不达标的一条次干道道路为
高新区西环路周山隧道段，检测数
据为 14 克，超标率 40%。达标的
29 条道路通报如下：涧西区中州
西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100 米处 4
克、建设路拖厂五号门前2.9克；西
工区九都路与七一路交叉口东100
米 2.7 克、国花路与瀍涧大道交叉
口南50米7克；老城区定鼎北桥桥
面 4克、环城西路与唐宫路交叉口

北50米3克；瀍河区新街与启明西
路交叉口南 150 米 5 克、启明南路
正骨医院门前 2克；洛龙区开元大
道与王城大道交叉口西 200 米 1.5
克、关林路与厚载门街交叉口 3
克；高新区河洛路凌波桥东50米2
克、滨河北路与赢洲桥东 100 米 2
克；伊滨区开元大道与玉溪路交叉
口东 100 米 3 克；龙门景区龙门大
道与西山路交叉口段 8克、王城大
道凤翔温泉段9.6克。

抽查的 15 条次干道中，14 条
达标，达标率 93.3%。达标次干道
分别是：涧西区西环路入口处 200
米 9.7 克、衡山路 1.5 克；西工区唐

宫路十九中门前 2克、玄武门大街
与纱厂北路交叉口东 50 米 8 克；
老城区唐宫路原毛线市场东 100
米 3克、魏紫路与英雄路交叉口东
100 米 4.5 克、状元红路与经七路
交叉口东 100 米 2 克；瀍河区环城
北路与北大街交叉口东 100 米 5
克、启明西路与九龙台交叉口东
20 米 3.5 克；洛龙区学府街与宜人
路交叉口南 200 米 1.5 克、南环路
与王城大道立交桥桥面 8.5 克；高
新区西苑桥桥面 7.1 克；伊滨区环
湖路招商中心门前 4克、白塔路中
段 2克。

（马立马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