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5 月 12 日，开封市开发区
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开封市市场监管局
开发区分局，在辖区开展消防产品专项
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重点对销售、流通
领域中的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
示标志等消防产品质量情况进行核验，
对消防产品的外观标识、生产厂家、生
产日期等逐一开展检查，现场判定质量
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并向销售单位强调
消防产品的重要性，要求其牢固树立消
防产品质量意识，严禁为追求利益而销
售、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高佳）

缜密侦查 成功抓获诈骗嫌疑人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公安局建设
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在该局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大打击违法犯罪力
度，多次远赴外省持续作战，成功抓获
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谢某平。

今年 3 月 5 日，该分局案件侦办大
队值班民警接到一起诈骗案件，受害人
何某某在 QQ 刷单群内添加了一个自
称是放单员的微信好友，后被其以刷单
返佣金的名义前后共骗走 5.5万元。接
警后，案件侦办大队迅速开展侦查工
作，通过缜密侦查、细致研判，锁定犯罪
嫌疑人谢某在湖南省郴州市。4 月 23
日，案件侦办大队教导员常军先，办案
民警李松林、左萌萌，辅警吕守磊赶赴
湖南省郴州市，于 4月 24日成功将嫌疑
人谢某抓捕。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谢某
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宋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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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激发队伍活力
濮阳市公安局胜利分局

本报讯 为加强队伍管理，濮阳
市公安局胜利分局结合队伍建设实
际，积极开拓思路，采取多项举措创
新活动载体，有力激发了队伍活力。

一是警示教育“日提醒”。该
分局强化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
实，在微信群里每日推送“八项规
定”“十个严禁”等党规党纪，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做到法律底线不碰、
纪律底线不踩、道德底线不破，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引导民警
认真做人、踏实做事、廉洁奉公。

二是监督制约“零容忍”。该分局
对队室日常值班备勤、内务管理、
窗口服务等方面开展常态化的明
察暗访，及时发现问题，督促纠正
问题，从细节、“小事”抓起，深挖细
查，严厉追责。三是规章制度“重
运用”。该分局出台了《胜利分局
分级约谈惩戒制度》，对违反纪律
规定、规章制度等，在工作中出现
问题的，班子成员和队室负责人由
主要领导约谈，副大队长（中队长）
由分管领导约谈，民警、辅警由队

室负责人约谈，并将约谈与相关当
事人平时考核、经济利益相挂钩，
视严重程度扣除当事人相应平时
考核奖，强化了制度结果运用。四
是边建边干“要效果”。该分局以
绩效考评为中心，以晋位升级为目
标，制定了《强化绩效考评奖惩的
若干规定》，将绩效考评与评先评
优、平时考核奖、执勤津贴相挂钩，
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主动性、
积极性、创造性，强力推进各项工
作开展。 （楚明宇）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封丘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以“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为动力，
狠抓岗位练兵不放松，持续增强民警政治业务素质和
侦查破案技能。特别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该
大队坚持每日进行深度研判练兵，重点厘清资金流
向，搜集蛛丝马迹，循线深挖追踪，做到练中战、战中
练、练为战、战为胜，使练兵更加实战化、实效化，不
断增强民警昂扬的战斗意志和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进昌摄影报道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近日，新乡市
公安局大块分局召开分局党委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畅谈交流一年来深入
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树忠在会上强调，全体党员民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
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警方
针，牢牢把握新时代公安工作的职责使命，切实履行好党和
人民赋予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使命和任务。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齐海霞 摄影报道

声明公告
●夏青钢，国家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正副本遗失，编号：A2003

4105050353，声明作废。

●周喜明镇平县侯集镇南门村人，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丢失，证书

编号D4113240088515声明作废。

●何鹤鹏，河南省舞阳县公安局民

警，警号061013，警官证于2020

年5月21日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杞县永毫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0221080651109，声明作废。

●三门峡正山堂茶叶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000007320，声明作废。

●西峡县盛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323MA45289B95，声明作废。

●西峡县城乡联营客车站（普通

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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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三门峡正山堂茶叶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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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平永兴货运有限公司豫

QE6507-R505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721026088，声明作废。

●虞城县福利塑料厂法人印章

（陈钦修）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西平县帅腾运输有限公司豫

QH180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23004，声明作废。

●本人段丽萍，身份证号410104

197804091526，所持有的郑州市

公安局金水分局2009年12月23

日签发的、有效期限至2029年12

月23日的居民身份证，不慎于

2020年5月4日晚遗失，已向公安

机关挂失、申请补办。特此声明。

●2018年7月10日出生的王宸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S410114657，声明作废。

●唐河县黄建成建筑工程施工

部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陈玉玲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425613359727，声明作废。

●吴辉辉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56225，声明作废。

●2014年3月3日出生的赵靖菡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745172，声明作废。

●郑州奥伦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代码9141

0106MA47XBBR1P）、公章、财

务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现准予变更，

汝州市新概念外语学校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原地址汝州市望

嵩中路变更为汝州市锦绣路商业

综合楼4楼，特此公告。

●郑州伦迈服装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010

6MA47XC0T0E）、公章、财务章

丢失，声明作废。

●2018年11月24日出生的韩逸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670255，声明作废。

●王金雷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0

22119891122131042，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1253220，姓名为李

书颖，出生时间为2016年12月26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2014年8月14日出生的黄禹

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42177，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4日出生的李非

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44180，声明作废。

●2020年2月3日出生的卢依梦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1363432，声明作废。

●舞阳县新源医药管理中心公章损

坏，编号4111210020833，声明作废。

●2020年3月8日出生的李博灿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136995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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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永富祥不动产评估普通

合伙公司（统一代码91411224M

A456T75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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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秀云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729000014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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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圣龙粮食机械有限公司

（代码 91411624MA44EC66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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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9日出生的李文婷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438084，声明作废。
●新蔡县秀云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729000014891）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公安局牛犇警官证丢
失，证号177038，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香如故饭店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500MA40MG0R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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