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近日，长垣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苗培文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以《永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
题，为国保大队党支部、出入境管理
科党支部全体党员上党课。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化玮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看守所以“纪律作风
建设提升年”活动为契机，邀请政协委
员实地参观指导，征求政协委员对监
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增进警民理解，
提升满意度。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进昌 摄影报道

召开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会

本报讯 近日，确山县检察院第
一、二检察部召开落实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推进会。会上，该院党组成员张
湘华表示，要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落实，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
要更新办案理念，加强协商合作。办
案人员要克服畏难情绪，以更加包容
开放的心态推动制度落实。二是要
主动推进，积极落实每周通报统计、
分析案件，对认罪认罚情况和适用率
要做到逐月通报。办案人员尤其是
要做好类案总结，及时总结办案经
验，形成系统化的指导规范；同时要
加大落实力度，对未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的案件要逐一注明原因。三是要
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和当事人的沟
通。该院确保外部运行顺畅，真正有
效发挥检察机关在这项制度中的主
导权，保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

全覆盖、全适用。 （钱海娇）

走街串巷 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讯 登封市公安局宣化派
出所社区民警依托“一格一警”“一
标三实”工作，深入社区村落、企业、
学校、旅社、沿街商铺等，以社区为依
托、以群众为主力军，广泛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动员群众共同
参与，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及器材的
使用方法，确保消防安全。（郭阳飞）

交通培训 增强驾驶人安全意识

本报讯 为增强重点车辆驾驶
人交通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深入
推进冬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孟州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宣传民警携手志
愿者进行冬季交通安全培训，结合
当前道路交通严峻形势，对货运车
辆存在的主要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分
类剖析，进一步增强了重点驾驶人
的安全意识，提升道路交通事故预
防能力。 （马琳娜 崔胜利）

加大宣传力度 助力文明创建

本报讯 近日，镇平县司法局卢

医司法所通过法治讲座、问卷调查
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帮助居
民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在辖区范
围内形成了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李志晓）

强素质练精兵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司法警
察的体能素质和综合素质，近日，新
乡市牧野区法院法警大队认真开展
体能达标训练工作，在加强政治业
务学习的同时，严格按照训练计划，
将业务培训与体能训练相结合、集
中训练与干警自训相结合，加强全
院法警的整体素质，提升警队整体
战斗能力。 （常丹阳）

刚柔并济促和解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
院执结了一起长达 5年的案件。在
被拘传至法院并采取措施后，被执
行人依然态度强硬，用各种理由拒
绝还款。经过法官 5个小时的连续
释法，该案当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协议。 （马朝选 张雨涵）

本报讯 近日，南阳市宛城区五
里堡街道办事处党政班子带领结
对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到社
旗县太和镇闫店岗村开展帮扶工
作。

在全市环境污染整治工作严峻
的形势下，结合闫店岗村当前的实
际情况，该街道办事处购置价值 12

万元的洒水车一辆，助力该村美丽
乡村建设；同时组织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疗队伍，开展“结对帮
扶、送医下乡”义诊活动，为当地贫
困户及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免费检
查、疾病诊治等方面的医疗服务。
随后，该街道办事处党政班子一行
又实地察看了今年 2 月份捐助的桃

树苗的生长情况，仔细了解大桃种
植优势及产业规划。下一步，该街
道办事处将继续严格按照帮扶计
划，充分整合各方力量，开展为闫店
岗村送技术、送文化、送医疗、送资
源、送岗位等系列活动，助力闫店岗
村贫困户早日脱贫，提高脱贫质
量。 （袁永强 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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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宛城区五里堡街道办事处

不忘初心共筑梦 结对帮扶暖人心

●太康县隆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

代码93411627055979295P）经成

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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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县福星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411523NA0002

1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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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振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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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鸿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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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新飞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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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新豪纺织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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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思源管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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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田园香柴鸡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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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板桥镇栋恩小麦种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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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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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规定，经核准，该民办

非企业单位符合要求，准子变更

登记，现予以公告。单位名称:巩

义市回郭镇欢欢幼儿园，统一代

码(登记证号):524101810700547

84H，变更事项:法定代表人，法

定代表人变更前:张亚军，法定代

表人变更后:魏明星，变更日期:

2019 年11月05日。

●新县福星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411523NA0002

17X）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拓威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豫LB9098营运证注销，证

号:411100001785，特此声明。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运达特

种货物有限公司豫P8X28挂行

车证、车牌、营运证一并遗失，

证号411620059275，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运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R763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50189，声明作废。

●漯河顺发物流运输有限公

司豫 LM6108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102013380，声明作废。

●汝南县三金竹木麻塑制品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2706529

57789、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贾玉婷，警官证不慎丢失，警

官证号：4148124，声明作废。

●常霏，警官证不慎丢失，警官

证号：4148165，声明作废。

●2013年9月24日出生的赵桉

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35911，声明作废。

●夏邑县韵达快递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15 日出生的杨

舒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89131，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0日出生的尹依

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49366，声明作废。

●2014 年 1 月 9 日出生的钱锦

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83443，声明作废。

●2019年11月6日出生的葛钰

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021545，声明作废。

●周口市红旗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豫 PX393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01001352，声明作废。

●临颍县颍佳家庭农场财务专

用章不慎遗失，编号：411122

10466，声明作废。

● 清丰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以

下单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

告。名称：城关镇小博士幼儿园

证号：2019007 法人：姚晓明 住

所：清丰县县城朝阳路中段路北

主管单位：清丰县教育局

●太康县田园香柴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93411627

MA40782R8M）遗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板桥镇栋恩小麦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

副 本（93411627672856995D）

遗失，声明作废。

●长垣市公安局张阳警官证遗

失，证号037825，声明作废

●长垣市公安局赵攀警官证遗

失，证号128736，声明作废。

●201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的刘

丰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021487，声明作废。

●郏县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财务章（编号 41042500056

28）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4月23日出生的翟田

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109972，声明作废。

●西平县顺风物流有限公司豫

Q27230/E395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1721020493，声明作废。

●2017 年 11 月 25 日出生的袁

佳宝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194520，声明作废。

●2006 年 5 月 7 日出生的王雲

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1069036，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1日出生的李梓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35096，声明作废。

●河南弘千针织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炎恒针织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杨欢，家住河
南省郑州市上街区鸿
盛新成社区。于2015
年在上街区丹江路与
洛宁路交叉口南150米附近发现
一男婴，并抱回家收养，为其取
名杨煜轩。现寻找孩子亲生父
母，知情者请联系：13603827845。

寻亲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