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片甲
骨惊天下”的古

都安阳拥有众多的
文物保护对象。随着
现代旅游的开发、人们
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增
加，部分文物保护对象
时 常 面 临 被 破 坏 的 处
境。随着安阳市两级检
察院的细心介入、主动
作为，安阳市文物保
护领域的公益诉讼
工作收到了巨大

的社会效果。

安阳检察机关系列报道之五

一一

“公益诉讼工作一定不能坐等，
一定要干起来，干起来才能摸索工作
方法、积累工作经验。我们关于永和
桥的公益诉讼之所以成为全省文保
公益诉讼第一案，和我们全院上下不
等不靠、主动出击是分不开的。”安阳
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呼雪峰感
慨道。

2018 年 5 月，安阳县检察院在履
职中发现辖区内建于隋代的永和桥
损坏严重，第一时间向安阳县文物管
理局送达了检察建议。检察建议中
写道：“加强永和桥周边环境管理，改
善桥体周边环境，清除桥底四周淤
泥，清理生活垃圾、渣土等，重现永和
桥历史风貌；采取人防、物防等必要
措施，狠抓隐患整改，防止人为破坏
文物设施……积极收集永和桥保护
单位散落的相关文物，确保永和桥历
史文化价值的完整性。”

安阳县文物管理局接到检察建议
书后逐项整改。在县检察院的多方协
调和督促下，县文物管理局利用先期到

位的资金，从北京请来专家将永和桥西
南侧开挖，测定桥下有古沉船遗迹，找
到了明朝重修永和桥的碑文。这座属
于河南省重点文保对象、有着“河南赵
州桥”和“中原第一桥”美誉的千年古桥
重现历史风貌。

二二

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颛顼、帝喾二
帝陵（中华民族“三皇五帝”中第二帝高
阳氏颛顼和第三帝高辛氏帝喾的陵
寝），位于内黄县城南 30公里的梁庄镇
三杨庄。多年以来，颛顼、帝喾二帝陵
周边被各类非法建筑和各类垃圾包
围。2018年“中国内黄祭祖大典”前夕，
内黄县检察院向该县文管局和城建局
分别发出检察建议。

经过多方努力，内黄县有关部门在
短期内将颛顼、帝喾二帝陵广场前的
10 余处各类非法建筑悉数拆除，相关
行政主管单位重新科学规划、合理设置
了颛顼、帝喾二帝陵周边的相关商业服
务场所。整洁、干净的颛顼、帝喾二帝
陵山门重现于世人面前，“中华人文始
祖纪念地之一”、“2A国家名胜景区”应

有的原貌实至名归。
为了延伸和续接公益诉讼的成

果，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兆江身先
士卒、率先垂范，亲自到颛顼、帝喾二
帝陵当义工，宣传和讲解有关文物保
护的法律知识，弯腰捡烟头、拾塑料
瓶。在“班长”的带动下，该院形成了
一条不成文的制度：每月由一名院党
组成员带队，组织部分检察干警到颛
顼、帝喾二帝陵景区及周边参加义务
劳动，大家人手一套清洁工具，捡拾落
叶和各类垃圾。

三三

静卧于安阳市北关区胜利南路的
袁世凯墓，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袁
世凯墓按照明清皇陵的格局，采用中西
合璧的构筑手法，以我国古典建筑规制
为体、以西洋建筑风貌为用，是我国陵
墓建筑的一个创例。该文物具有较高
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2013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北关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在袁
世凯墓神道东西两侧修建有宽度为

3.36米的90余间简易房屋，东西两排房
屋间距13.8米，房屋占地面积约为1900
平方米。该90余间简易房屋系2010年
安阳市市区文物景点管理处修建的，用
作旅游纪念品市场（古玩市场）经营场
所，对袁世凯墓的环境、历史风貌等造
成了破坏。

针对这一情况，北关区检察院及时
向安阳市市区文物景点管理处、安阳市
文物管理局、安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等 3 家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3 家单位在两个月内拆除了违法建设
的、存在 8 年之久的 90 余间简易营业
房，恢复神道原貌 1900 平方米。值得
一提的是，在办理袁世凯墓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时，北关区检察院派员到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举办公益诉讼知识
讲座，在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全员
的同时，充分提升了检察公益诉讼的社
会影响力。

有了涉及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机
制，有了安阳市两级检察机关检察人的
依法办案，安阳大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上
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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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减资公告

●坐落于巩义市育英街22号楼2

单元付15号房产的房屋所有权

证（原09508号、0401009508号）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刘佩锋）

●申展《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D41049120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依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P41020065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胡小敏遗失中国人保寿险中

牟支公司寿险入司押金条，金额

300元整，声明作废。

●新乡学院园林技术专业杨玉

莹毕业证书丢失，毕业证号：

110711201406004073，声明作废

联系人:张女士13783629664
张先生15136243019

房 屋 出 租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与西
十里铺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
西 111 号 3 号楼 2 层。面积:约
305平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
育培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敬告：本栏目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
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本栏目刊登内
容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范县落河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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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华之琪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MA3X9PL

Y1P）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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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洛阳康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5MA

44B0TC0L）经股东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航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01850045841）和发票

章（编号91410185MA40WW6

W6C）丢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方孔新能源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洛宁）股质登记社字

[2017]第9号、第10号股权出质

设立登记通知书，声明作废。

●舞阳县太尉卫生院原公章作废，

编号4111210001375，声明作废。

●沈丘县外环路加油站公章丢失，

编号4116240015800，声明作废。

●扶沟县扶台实业开发公司石油

城公章和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吉祥三宝家纺舞阳专卖店发票章丢

失，编号4111210018395，声明作废。

●2014年6月2日出生的黄诗晴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942778，声明作废。

●2010年7月10日出生的黄梓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

J410744014，声明作废。

●2015年8月23日出生的张澜

心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605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开封市大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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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祥中源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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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金亿网咖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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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豫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729MA40NE

M0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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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继伟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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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朝霞，1967年10月23日出

生，家住河南省郏县茨芭镇山店

村3号，于2014年3月28日在郏

县茨芭镇山店村北地捡一女孩，

取名涂茜茜，现寻找亲生父母，联

系电话：18768905281

●郑州兰的亭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91410100MA47EAX55K）股

东决定，即日起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100

万元减少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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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

●2009年5月30日出生的王鑫
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51876，声明作废。
●耿继学位于潢川县崔井村团
柏树组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
05172号，面积：173.00㎡，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庞国义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5603002
863，声明作废。
●汝南县金亿网咖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727000011
878，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爱国通讯器材
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2MA44B
GA80H，声明作废。

●2016年2月15日出生的李泽
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18972，声明作废。
●党羽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1007067，声明作废。
●2019年9月26日出生的高子
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994766，声明作废。
●2015年1月19日出生的楚奇
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67513，声明作废。
●2015年3月5日出生的刘腾跃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660253，声明作废。
●2014年3月27日出生的李宜
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58633，声明作废。
●周口市亚兴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9E02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50565，声明作废。
●2010年9月15日出生的纪宇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169316，声明作废。
●商水县妇幼保健院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副本丢失，登记号418665
54-441162311G1001，声明作废。
●2015年5月5日出生的谢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49882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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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公益诉讼职能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特约记者 司明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