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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长葛市和尚桥镇段庄村小学

内，一“蒙面歹徒”持刀冲进小学，长葛市公安
局和尚桥派出所社区民警和保安联手，将“歹
徒”制伏。看完这惊险的演习，师生们报以热
烈的掌声。当天，社区民警还为师生们讲解了
消防安全知识，并提醒大家，春节临近，请做好
安全防范。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李
源源 摄影报道

为让敬老院的老人们度过一个祥和、
安全的春节，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提
高群防群治能力，有效杜绝消防安全事故
的发生，1月8日上午，灵宝市公安局西闫
派出所组织辖区敬老院工作人员及老人
们，开展消防演练。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 通讯员李旭鸽 杨军强 摄影报道

1月10日，新乡市公安局大块分局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契机，组织民警走
上街头开展“110宣传日”宣传活动，并发
放印有安全防范知识的春联，深受群众欢
迎。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齐
海霞 摄影报道

1月10日，民权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民警深
入县直幼儿园、高铁站等地，开展“不忘初心110，共
建共治享安宁”宣传教育活动。民警通过小课堂授
课、趣味互动等，让孩子们和乘客了解110报警常
识，帮助他们学会正确运用110保护自身安全。河
南法制报记者何永刚通讯员李通 李培 摄影报道

临近春节，潢川县公安局于近日组织开
展了“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群众

代表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公安工作，观摩
公安建设成果展，参观警用装备，观看警务战

术表演，体验一线民警工作状态。河南法制报
记者 周惠通讯员 刘明军 摄影报道

●河南铁正律师事务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 3141000041580
50894执业证正本及副本、财务
专用章均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李天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382590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3月30日出生的郭欣
莹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935236，声明作废。
●刘飞跃，男，2017年2月24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Q41
103842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程语梒，女，2017年01月09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Q41
101272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汤阴县白营镇张学锋非法集资
专项工作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4
963000026101，开户行：汤阴兴福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804
210001000026715)丢失，声明作废。
●2016 年 11 月 27 日出生的荣
可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2527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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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知
我公司承建的大广高速公路平舆
至正阳段路面、桥梁、标志标线、服
务区专项工程施工项目已交工验
收，请各相关参建单位注意，如有
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
械设备款）未结算的，请于本通知
之日起45日内与我公司项目负责人
联系。联系人：牛先生13323731669，
公司电话：0373-5701443。

新乡市盛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 通 知
河南金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与你司于2019年4月24日
签订《定车合同书》，经多次催告
后，现再次登报催告，本通知登
报后2周内限你司按约定向我方
交付符合国家有关汽车技术质
量标准的福田奥铃捷运牌4.2米
冷藏车及配件，逾期则视为解除
协议。特此通知。

杨东 2020年1月14日
●2016年12月5日出生的安芸
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14616，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2日出生的王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831922，声明作废。

●2019年10月31日11版刊发
林州人民法院对苗雪平两个公
告，“苗雪平”更正为“苗雪萍”。

更正公告

寻亲公告
●本人冯再方，家
住长垣县恼里镇
冯占村，于2004年
4月17日下午在封
槽路口捡到一女婴，当时该女婴
出生将近有两周，身体健康，收
养至今，取名冯晴，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即日起与
长垣县恼里镇派出所联系。联
系电话：0373-8732110。

● 淮阳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
例》，经核准，淮阳县白楼镇于庄
老年服务中心符合登记要求，准予
成立登记。单位名称：淮阳县白楼
镇于庄老年服务中心，法人：白伟
生，登记日期：2019年12月31日，地
址：淮阳县白楼镇于庄，登记证
号：52411626MJY413535Q。
淮阳县民政局 2019年12月31日
● 淮阳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
经核准，淮阳县城关回族镇段庄老
年服务中心符合登记要求，准予成
立登记。单位名称：淮阳县城关回
族镇段庄老年服务中心，法人：季
冬荣，登记日期：2019年12月31
日，地址：淮阳县人民公园何庄，登
记证号：52411626MJY4135193
淮阳县民政局 2019年12月31日
●屈秀芬股权证丢失，股权账
号 50401003011001694018，金
额363000万元，声明作废。
●2019年11月9日出生的范可
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014862，声明作废。

●周口金衢物流有限公司豫
PV814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620084743，声明作废。
●2017年1月23日出生的刘洋
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59305，声明作废。
●周口登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合同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8年4月18日出生的夏婧
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696331，声明作废。
●巩义市北山口时代防水材料部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181MA44TQJJ3X，声明作废。
●中牟县雁鸣湖镇中心卫生院
出生医学证明废证不慎丢失2
份，编号分别为：T410888014、
T410890113，特此声明。
●2014年2月22日出生的陈潇
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004758，声明作废。
●2011 年 12 月 21 日出生的陈
潇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259611，声明作废。
●扶沟县无限极美容养生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621617152459，声明作废。

●开封建宏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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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双宇皮鞋商场经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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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郸城县安泰气体站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焦作市浩恒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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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H2336（411620091245）、
豫 P52J1 挂（411620091246）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W7585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3176，声明作废。
●2014 年 3 月 12 日出生的闫
若一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O410348822，声明作废。
●开封建宏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04028029758，声明作废。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开户许可证
遗失，证件号：Z4910000390402，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祭城支行，账号：16036
701040002116，声明作废。

●宜阳县滋源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代码93410327MA3X
8EJJ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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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