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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日，辉县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积极开展警务技能大
考核，有效提升队员基本体能和警务技能。

②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封丘县公安局
王村派出所想群众之所想，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近日成功为因历史原
因造成地名不符的盛水源村更名。该村代表赠锦旗表示感谢。

③近日，新乡市公安局卫北分局结合“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
和“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组织志愿服务队走进辖区养老院，提
前为老人送上新春问候，用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④近日，新乡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民警，以书写春联
的形式开展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活动。

⑤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延津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依托
“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近日组织队员开展户外拓展训练，
进一步强化队员身体素质，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新乡市公安局南环
分局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近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⑦新乡市公安局卫东分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近日组织党员义工服务队到高铁东站学雷锋做好事。

⑧为进一步巩固“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成效，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连日来，新乡市公安局胜利分局
结合辖区治安实际，全面开展两站区域安全大排查行动。

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好“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近日，原阳县公安局组织民警不定期在市政广场
和商场门前进行普法宣传。

⑩近段以来，长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组织民警，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为谁执法、为谁
服务”专题大讨论和“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近日，该中队
成功破获一起醉酒肇事逃逸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文某。

在“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中，卫辉市公安局狮豹头派
出所以实际行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近日，
该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处理一名涉嫌盗窃人员。

1月8日凌晨，获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与城关派出所以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引导，协同作战，一体化联动，成功将盗窃电
动车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梅抓获，为“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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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书
王俊梅申请执行钱金海、张蕊、
朱慧敏、河南中海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案号为
（2014）金执字第4798号，现王俊
梅作为债权出让人将上述执行
案件的全部债权于2019年12月
4日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张顾茅，
上述被执行人应将借款及其他费
用归还至张顾茅处，特此通知。

2020年1月 16日
● 债权转让通知
安阳市铁西化建经销部、安阳
市殷都区相台街道办事处铁佛
寺村村民委员会：我对你单位
享有的债权本金 15 万元及利
息，于2020年1月5日已转让给
郜彦民、李鹏震。特此通知。

刘汉新 2020年1月16日
●孙延涛遗失开封市宝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7-1-704
首付款收据，编号 3362454，金
额84508元，声明作废。
●河南应都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正本不慎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3141000057633840
XE，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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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新柯圃超市营
业执照正本不慎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8MA43B
FEFX6，声明作废。
●2013年2月19日出生的李宜
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25906，声明作废。
●2018 年 5 月 4 日出生的李梓
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25994，声明作废。
●河南省夏邑县韩道口镇韩东
村 54 号的王松桥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丢失，编号4114261
07214030002，声明作废。
●2013 年 6 月 8 日出生的王铭
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386839，声明作废。
●2016年3月22日出生的董云
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649371，声明作废。
●2020 年 1 月 4 日出生的梁梓
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347056，声明作废。
●2017 年 1 月 4 日出生的王梓
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07438，声明作废。
●2006年5月16日出生的史永
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0516975，声明作废。

●文峰区舞道馆服装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502
600987159，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K1536车道路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4012516声明作废。
●信阳市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杞县城郊乡文承实验小学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遗失，证号：5241022134176465
89（1518），声明作废。
●武陟县同康四大怀药种植专业
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823NA000501X，声明作废。
●临颍县众合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 专 用 章 遗 失 ，印 章 编 号 ：
4111220021174，声明作废。
●舞阳县正旺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编号：411121003
3856，声明作废。
●西平县峰祥货运有限公司豫
QE5369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721026419，声明作废。
●周口惠民大件物流有限公司
豫 PD2805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85922，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3 日出生的张
芷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45081，声明作废。

●2013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的陈
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179221，声明作废。
●2015年1月26日出生的王浩
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967937，声明作废。
●2014年6月22日出生的梁雅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34285，声明作废。
●李全贺不慎将河南正弘实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首付款发
票丢失，编号：05576428，金额：
290067元（大写：贰拾玖万零陆
拾柒元），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0日出生的代书
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47141，声明作废。
●2009 年 1 月 4 日出生的胡润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872981，声明作废。
●2017 年 7 月 2 日出生的赵婉
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854315，声明作废。
●2015 年 10 月 27 日出生的蔡
光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279727，声明作废。
●2009年4月27日出生的杨一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419482，声明作废。
●2011年8月20日出生的张瀚
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075118，声明作废。

●范县龙王庄镇卫生院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登记号PDY29002-
X41092611C2201）正副本丢失，范
县龙王庄镇中心卫生院公章（编号
4109260003955）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9月20日出生的李思
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318956，声明作废。
●西平万盛物流有限公司豫
QE3829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6950，声明作废。
●西平县超远物流有限公司豫
QD0719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3986，声明作废。
●2009年6月23日出生的王铄
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710398，声明作废。
●2013年10月3日出生的李宇
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
N410301400，声明作废。
●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核准，下
列单位符合要求，准予成立登
记，现予以公告。单位名称:灵宝
外国语学校，登记证号：52411282
MJY421658H，成 立 日 期:2020
年1月15日，法定代表人：樊佳
泽，开办资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整，地址:灵宝市开元大道牛庄
村路东100米，业务主管单位：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

●武陟县同康四大怀药种植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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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益民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专

业合作社（统一代码93410327551

6198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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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思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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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旺辉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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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花克，家
住巩义市小关镇
张庄村，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在郑州
市郑东新区捡到
一名男婴，身体健康，由张花克夫
妇抚养至今，并取名张景豪，请孩
子的亲生父母或者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与巩义市公安局小关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0371-64446123。

寻亲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