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促改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本报讯 今年以来，确山县检察
院围绕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以案
促改，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典型
案例为反面教材，时刻警醒自己：一
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坚定的理
想信念，理论上不能糊涂，政治上不
能动摇。二是要正确运用手中的权
力，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
督。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掌权、用权，
都要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
所急，办人民群众所需，真正做到全
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三是要带头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正
确对待名、权、位，严于律己，在勤政
廉政上作表率，树立好的风气。四
是要加强学习修养，做到慎微、慎
独、慎初，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规定，自觉做政治生态
的“护林员”、党的政治建设的“践行
者”。 （赵 青）

“一村一警”助力冬季安全宣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群
众安全防范意识，减少冬季侵财类
案件发生，登封市公安局东华派出
所社区民警依托“一村一警”开展冬

季安全宣传，通过召开警民恳谈会、

摆放宣传板报、发放宣传资料等，向

辖区群众介绍各类场所的消防常

识，提高辖区百姓安全意识。

（李泽宇）

便利群众 服务“不断电”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高质量民

意警务建设”，近日，洛阳市公安局

瀍河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共

享充电宝”便民服务。便民举措推

出一周时间，已有 20余名群众享受

到了该项服务的便利，受到群众一

致点赞。 （王万民）

戒酒考驾照 可拿到驾照就醉驾

本报讯 今年 48岁的唐河县源

潭镇龚某，为了考取驾驶证，把酒也

戒了，于今年 3 月份拿到了驾驶

证。驾驶证刚一到手，酒瘾就犯，12
月 4 日，龚某醉驾被唐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当场查获，其不但构

成了危险驾驶罪，还要面临驾驶证

被吊销，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

驶证的严厉处罚。 （李 聪）

平安守护 提升群众安全感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为群众营造平安祥
和的生活环境，登封市公安局告成
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警务模式，
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精心
部署，扎实开展平安守护夜巡工作，
为辖区群众安宁的夜晚提供了有力
保障。 （杨亚博）

法制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为预防和减少校园欺
凌事件的发生，提高青少年学生法
律意识、安全意识，积极构建健康有
序的青少年学习成长环境，近日，洛
阳市公安局瀍河分局各警务室民警
走进辖区学校，开展“反校园欺凌”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王万民）

加强法警技能训练

本报讯 为适应新时期审判工
作需要，增强司法警察押解、看管、
值庭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近
日，新乡市牧野区法院法警大队统
一部署，开展专业技能集中训练活
动。全体法警严守训练纪律，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的团结协作精神，充
分展示了司法警察顽强拼搏的精神
风貌。

（常丹阳）

12月 16日上午，商丘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税务局举办了一场以“讲政治、勇
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为主题的承
诺演讲活动。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充
分展现了该局干部职工爱国爱家、敢于
担当、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面貌，营造了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

孙文杰 摄影报道

封丘县公安局以“纪律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为载体，邀请该县政协委员走
进警营，视察指挥中心指挥车等警用车
辆配备、使用等情况。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HENAN LEGAL DAILY

法治广角
20192019//1212//2020

2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庆毅刘庆毅
美编美编 张婷婷张婷婷 校对校对 王晓林王晓林

本报讯“虽说是水泥路修到
了家门口，但到了晚上，路上还是黑
黝黝的。现在太阳能路灯照亮了道
路，心也暖了，也多了一份安全。”望
着崭新的太阳能路灯，辉县市南村镇
丁庄村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丁庄村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中，多举措落实了全村安
全饮水、农村危房改造、水泥路户户
通等工程，今年又把解决农村夜晚
照明难问题作为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点来抓。该村目前已投资
4930元，安装太阳能路灯29个，使得
三个自然村实现了路灯全覆盖，进一

步美化了村庄环境，让广大村民有
了更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一排排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成了
丁庄村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照亮
了村里道路，也照亮了老百姓的心，
更点亮了乡村人们的幸福生活。

（赵 丹）

太阳能路灯
点亮乡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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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靖欣，身份证号:41270219871

0106076,他项权证号为110702

5827的抵押证明丢失，特此声明！

●李静不慎将长垣建业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所开具的收据丢失3份，

编号为1613733，1614438，16152

16，合计金额330386元，声明作废。

●王允诺，男，2019年11月2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T411

04774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刘锦旭，男，2016年2月6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P41090

520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大弘成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72

NN6Q），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1010106074110A，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910060741101，账号：

1702020709200020890，开 户 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金水支行，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刘静雯）均丢失，声明作废。

● 通 知

魏玉伟，你于2016年8 月12日欠

我所（金额：7000元），与你多次联

系未果，现通知你：自本通知之日

起15日内，请你前来清偿债务，

若逾期将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河南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

2019年12月20日

●濮阳县濮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信用代码93410

928SMA3XBH7U9D，声明作废。

●豫A5022E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23102，声明作废。

●2003 年 9 月 23 日出生的周

星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001277496，声明作废。

●2019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的黄

一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T411024809，声明作废。

●商丘煌腾运输有限公司公

章、法人私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3 年 2 月 18 日出生的张

安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97177，声明作废。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生的张
书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737954，声明作废。
●2018 年 12 月 3 日出生的王

家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767544，声明作废。

●2005 年 5 月 25 日出生的陈

景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410982582，声明作废。

●2009 年 11 月 9 日出生的周

含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700173，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杨光琴税务登记

证副本丢失，税号：4130271963

10100047，声明作废。

●扶沟县大新镇人大主席团公

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11日出生的崔

诗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853162，声明作废。

●汝南县王府门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因不慎遗失执业药师:潘

运喜执业药师注册证原件，证书

号:412217170187，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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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寻亲公告
●2017年5月16日

早上7点30分，我中

心接收一名女弃婴，

出生约2天，该弃婴

在民权县野岗乡常马口村教堂西

侧荒地草丛内发现，当时由小花包

被包着，民权县野岗派出所张家

军接到报警电话后和同事出

警。望知情者及时转告其家人

或联系社会福利救助管理中心

民权县民政局社会福利救助管

理中心联系电话：0370-6015362

●杞县光威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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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鑫喜悦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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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晟龙石墨制品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0421MA3XB

AGA31）经股东大会研究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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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登封市永发耐材厂财务章丢失，
编号4101850012209，声明作废。
●舞阳县姜店乡光国杨村民委
员 会 原 公 章 作 废 ，编 号
4111210026490，特此声明。
●2009 年11月13日出生的董
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316225，声明作废。
● 淮阳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
经核准、淮阳康乐中医院符合登记
要求，准予成立登记。单位名称:
淮阳康乐中医院，法人：祝晓翠，登
记日期:2019年12月6日，地址: 淮
阳县城关镇建设北路219号，登记
证号: 52411626MJY4713990
淮阳县民政局 2019年12月20日
●河南成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泌阳分公司公章丢失，编码
4128220009836，声明作废。
●新蔡县富强制革厂开户许可
证遗失，核准号：J5119000075
005，声明作废。
●周口市惠通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豫P9N90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02012089，声明作废。

●鹿邑县公安局王新现，警官证

丢失，证号172696，声明作废。

●郑州威龙科贸有限公司威龙面

包房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042600020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靓影发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122MA40YDT

85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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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天正钢结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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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