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实
现“五个坚决防止、三个确保”最
终目标，日前，濮阳市公安局中原
分局围绕安保工作实际情况，以

“五个到位”构建大庆安保的“防
火墙”。

辖区情况稳控到位

该分局推出“一套班子、两份
预案、三级管理”的“一二三”工作
法，按照要求建立完善档案台账，
成立以分管局长为分包领导、主管
队室长为责任领导、社区民警为具
体责任人的管理小组，针对具体情
况，建立《日常管理预案》和《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坚持每天及时发
现矛盾纠纷苗头及时开展疏导工
作，出现问题马上解决，实现辖区
情况“底数清、情况明、动态掌控”。

重点物品管理到位

该分局结合公安机关职能，
重点加大对“枪爆弹、危毒化”等

六类危险物品及关联企业、从业人员
的监管。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在流通
中严防流失，从营销上严格把关；采
用交叉互查、突击检查、重点抽查等
多种方式，对易制爆、易制毒化学制
品单位进行定期安检，严格危爆物品
管理，确保不流失、不炸响。

车站卡口防守到位

该分局依托濮阳市飞龙车站
和长途车站，采取四项措施严把
进出濮关口。一是加强对候车
室、安检台等必经通道的巡逻盘
查，严防不法人员伺机作案；二是
落实实名购票制，确保人票一致；
三是严格履行物品安检，从严从
紧查堵“三品”，对旅客随身物品进
行安检，对可疑物品开包检验；四
是全面核实车辆、司乘人员及省际
班车乘客信息，对乘客身份逐人查
询核对，全面掌控旅客信息。

风险隐患整治到位
该分局紧盯“五个坚决防止、

三个确保”目标，深入开展风险隐
患排查工作，启动考勤机制，实行

等级勤务模式，进一步加强值班
备勤，落实好各项工作部署，严格
执行日常考勤制度，确保值班备
勤人员在岗在位；推动督导机制，
按照“一天一督导、一天一通报、
一天一讲评”原则，深入基层队室
现场督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安保
维稳工作落实情况，确保能够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将不
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违法犯罪打击到位

该分局坚持“以打开路、以打
促防”的工作思路，强力推进扫黑
除恶、禁毒断链、反电诈、打击盗
抢骗、“云剑”追逃等专项行动，保
持对违法犯罪的重拳严打态势，
在社会上营造高压氛围，挤压违
法犯罪空间、铲除罪恶滋生土壤。
近一个月内，该分局先后抓获网上
在逃人员 17名，打掉电信诈骗团
伙 2个，铲除制贩毒窝点 1 处，侦
破系列盗窃电动车案件 70余起，
收缴被盗电动车 53辆，保障了辖
区社会治安的平稳。（王天栋）

本报讯 9 月 17 日下午，来自
舞钢市教体局、团市委的 80余名
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到舞钢市看守
所，上了一堂特殊的廉洁家风课。

通过森严守卫，跨过重重铁门，
在看守所民警的指引下，党员干部
及其家属依次参观了提讯室、监

区、放风场所、视频监控室等区域，
详细了解在押人员的生活和学习
环境。当看到在押人员全神贯注
认真学习时，大家不禁感叹：“如果
能注重日常学习，防微杜渐，筑牢
思想防线，遵守党纪国法，就不会
痛失自由，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参观过程中，我心情一直很
沉重。如果家风防线不筑牢，就
会导致党员干部在违纪违法的道
路上越滑越远。以后，我一定当
好‘廉内助’，守好家庭廉洁的防
线。”参观结束后，该市第二幼儿
园园长罗江稳感慨道。（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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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特殊的廉洁家风课

坚守“护学岗”铺就平安上学路

本报讯 为全力维护辖区校园及周边
道路交通秩序，规范学校的交通安全管
理，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继续启动“护
学岗”及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管理举措，集
中安排警力加强对学校周边道路的交通
疏导，提前制定并落实相关护学管理措
施，避免大面积交通拥堵，为广大青少年
安全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靳运峰）

持续推进农村交通安全劝导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预防和遏制农村道
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内乡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强化警保联动，充分发挥农村交通
安全劝导员的教育、劝导、隐患排查及台
账建立等作用，集中开展三轮车“非法营
运”、面包车超员、人货混装等违法行为集
中巡查劝导工作，“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提升劝导成效。（靳运峰）

消防安全进课堂进军训

本报讯 为加强学校消防安全教育，
焦作市教育局、焦作市消防救援支队联
合开展了消防安全进课堂、进军训活动，
进一步提升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素质，
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 （李文静）

刚到账的彩礼钱 立马变成了执行款

本报讯 近日，刘某主动来到永城
市法院执行局，要求与申请人协商还款
事宜，并当天将债务清偿完毕。原来，
刘某与永城市某保险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刘某未及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拒不支付该保险公司先行赔付
的 11 万元赔偿款，该保险公司于今年 5
月份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法官通过执
行网络查控系统，只查询并冻结到刘某
名下零星的 2000余元存款。巧合的是，
刘某的父亲将 20 万元彩礼钱转账给刘
某，岂料彩礼钱还没有送出去，一半以上
的钱就被法院冻结了。 （何磊）

●2016年12月25日出生的郭

梓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40035，声明作废。

●嵩县古城香玲奶粉店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32560

0242381，声明作废。

●王宏宇豫AH0736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0181009114，声明作废。

●谭皓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O411507961，声明作废。

●刘桐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N411382199，声明作废。

●张纯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1170349，声明作废。

●冯汗文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代码92411425MA43W

T5U81，声明作废。

●许明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T411011023，声明作废。

●曹军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06600190560，声明作废。

●安阳市品佳源餐饮咨询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注册号:410502030008847；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502

586033554，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赵妮，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

款通知书，票号：0044766于2018年

11月15日前三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6月10日出生的孔沐

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089900，声明作废。

●2012年4月10日出生的马诗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32696，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9日出生的马亿

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00507，声明作废。

●养父张会晓，男，1985年3月16

日出生，居住临汝镇西营村7号院

84号，2015年3月16日邻居张会

品、豆丽珍在西营村西大唐的地里

捡到一名男婴送给张会晓收养，取

名张航睿，现寻找亲生父母，联系

电话13939098326。

●本辖区居民雷卫平，

家住孟津县城关镇雷

庄村，于2016年5月25

日晚上11点左右在甘

肃省民勤县捡到一女婴，身体健康，

收养至今，取名张美妍。孩子父母

信息不详，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知

情者请联系：0379-67912188，联

系单位：孟津县城关镇派出所。

●信阳凯西车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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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盈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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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华铭公司豫DM2853、

P3316、J7676 营运证丢失，证

号 410425007262、4104250072

10、410425007588 声明作废。

●郏县福万源公司豫D90228、

H137挂、H1529 营运证丢失，证

号 410425004390、4104250043

88、410425006616 声明作废。

●义马市法律援助中心陈新玲，

法律援助执业证遗失，发证日

期，2010 年 02 月 04 日，证号：

14112201081483742，声明作废。

●周口吉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4X30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5096，声明作废。

●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B308挂车辆运输证遗失，证号：

411104007949，声明作废。

●陈文帅，营业执照正副本（41022

5618112543）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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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荥正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06600159163，声明作废。

●寇文舟位于偃师市商都路61

号首电生活区14幢东2单元2

层东户土地证丢失，证号：偃国

用2004第042050号，声明作废。

●2014年2月6日出生的曾茂

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68610，声明作废。

●河南明宏置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合

同章、财务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常安华位置于夏邑县昌盛路中

段东侧土地证丢失，证号16565，批

文号：夏政土201037号街坊号

01-46，声明作废。

●平顶山众联公司豫DA2833、

K8766、K6766、R7697 营运证丢

失，证号410425007246、4104250

07349、41 0425006116、4104250

07460声明作废。

●漯河市畅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L2596挂车辆运输证遗失，
证号：411102006957，声明作废。
●杨瑞，营业执照正本（410225
618226684）丢失，声明作废。
●汝南县金铺镇常青树热干面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727601280614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公安局东安路派出
所李明警官证（证号：032731）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