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高质量民意警务建
设中，洛阳市公安局金谷分局树牢
宗旨、扎实推进。近日，民警经过3
天奋战，成功侦破系列盗窃车内财
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扣押
涉案车辆一台及部分作案工具。

近日，金谷分局接报警称：西
工区一社区路边两辆车玻璃被砸，
车内财物被盗。接警后，该分局局
长李强、政委张建华立即赶赴现场
指导案件侦破工作，抽调案件侦办
大队、红山警务工作站民警成立专
案组，合力侦办案件。此后两日
内，同类警情再次发生，专案组迅
速对案件进行串并，从涉案银行卡

被盗刷这条线索入手，通过层层追
踪，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在
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合成作战队
的大力支持下，专案组民警成功将
犯罪嫌疑人邵某、邵某某抓获。

经查，由于沉迷网络赌博，欠
下外债的邵某心生邪念，决定铤而
走险获取不义之财。邵某使用破
窗锤将车辆玻璃砸碎，盗窃车内财
物，其间疯狂砸车 40辆，涉案车辆

内电脑、现金、银行卡等被洗劫一
空。针对盗窃得来的银行卡，邵某
利用其小额免密支付功能，通过邵
某某的 POS 机进行盗刷，并将获
取的 10万余元赃款部分用于还债
及赌博。

目前，该案正在全力侦办中。
该分局将进一步深挖细查，严厉打
击涉案犯罪人员，最大限度挽回群
众损失。 （李杰）

本报讯 近日，镇平县检察院
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净化文化环境护航青少年成
长”网吧、娱乐场所专项治理活动。

为严厉整治网吧、娱乐场所违
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该院牵头组
织县委政法委、文体广电旅游局、
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教育局召开镇平县暑期网
吧、娱乐场所专项治理联席会议，
各单位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围绕如何
对网吧、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加
强监管，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进行了沟通交流。
该院牵头组织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对镇平县区、石佛寺镇的部分
网吧、KTV、游戏室等场所进行了
联合检查，对场所内有无在显著位
置张贴未成年人禁入、禁烟等标识
进行了仔细查看。在抽查网吧时，
检查组人员对网吧是否统一安装
公安机关人脸识别系统、是否严格
落实身份证实名登记、实人登记等
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检查，网
吧均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并通过
身份证自动识别在系统内登记上
网起止时间等信息，但在部分网吧
发现仍然存在未在系统内登记接

纳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
镇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对未

依照规定张贴提示标识和违规接
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当场进行
了处罚。联合检查后，该局还将组
织县和乡镇文化综合执法大队对
全县的网吧、娱乐场所进行拉网式
排查，彻底清除有关场所接纳未成
年人现象。 （门东林）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以
“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为动力，快速
侦破崔某被盗案，并将被盗钱款、身份证、
户口本、银行卡、3 万多元欠条追回。深
受感动的崔某，为表示感谢，将印有“破案
神速 热心为民”字样的锦旗送到城关派
出所。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为规范受立案工作、提升民警执法
能力和办案质量，延津县公安局结合“纪
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举办第二期

“法制大讲堂”专题讲座。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苏曼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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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追踪
斩断盗窃黑手

联合治理 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

●安阳县水冶镇李路刀削面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500MA44B1W47L，声明作废。

●陈昱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E41032821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西峡县丰鑫铁制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23000012197，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PW3085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93488，声明作废。
●汝阳县靳村乡月霞香菇场营
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6600115862，声明作废。
●姓名为黄诗涵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编号M410959430，声明作废。
●2015年5月27日出生的王怡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713486，声明作废。
●2015年9月22日出生的王梓赫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107166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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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7日出生的豆骁
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069582，声明作废。
●2018年6月1日出生的雷雨晗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S410008507，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蔡县顿岗乡平楼村委
前管庄管继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丢失，代码411729207208
040025G，声明作废。
●2007年10月31日出生的李茹
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619174，声明作废。
●王文娜（412702199205135567）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丢
失，证号0200014116008002017
0601068，声明作废。
●宜阳县韩城镇玲玲商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327600113000，声明作废。
●河南平安物流集团运输有限
公司豫 PE580 挂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620095337，声明作废。
●2019年8月8日出生的罗邵
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619760，声明作废。

●淮阳县农家养殖专业合作社

(934116260626926048)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合作社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天源峰农业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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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康友佳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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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三结义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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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5日出生的朱梓

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02568，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嘶哈爪爪餐饮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328MA47683E93，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24日出生的孙

士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232236，声明作废。

●舞阳县扶贫开发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办公室原财务专用章作废，

编号4111210019849，特此声明。

●新密市市区好再来小吃店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182600432845，声明作废。

●2011年8月9日出生的陈泳

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903488，声明作废。

●2017年01月16日出生的郝

嘉禾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24778，声明作废。

●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LK7220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2015897，声明作废。

●河南金钻联合商贸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1050万元减至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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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本报2019年9月2日14版刊发安

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对黄鹤公告，

公告送达文书增加民事裁定书

(2019)豫0506财保103号，特此更正。

本报2019年5月28日第13版刊发的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关于解

慧珍诉郭明成、董向民诉郭明成、牛

裕鑫诉郭明成的三个判决公告中，

“被告何红下落不明”均应更正为

“被告郭明成下落不明”。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2016年3月26在
郑州市金水区盛地
大厦楼下发现一具
无名尸，男，年龄25
岁左右，身高175公
分，体态较胖，黑色
短发长10公分，上穿黑色的短袖
T恤，下穿蓝色牛仔裤，黑色皮带。
联系人刘警官，15729375813。

寻尸公告

减资公告

●漯河市盛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

下车辆行车证、道路运输证丢失，声

明作废。车牌号分别为：豫

LF8988、豫LB8389、豫LC8318、豫

LD6079、豫LD9089、豫LC2626。

●偃师市城关镇民主路程超肉

合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81600264462，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李欣明餐饮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8690147848，声明作废。

●2018年5月23日出生的安皓

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62690，声明作废。

●河南鸿庆律师事务所王峰律师

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141121998

10449833，声明作废。

●王钰锦位于兰考县龙郡盛景2

号楼2单元402的不动产证（证号

20170003374）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官道口镇乡村大盘鸡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61013217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