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垣市法院强化人权司法保障

本报讯 长垣市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
中，依法充分保障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
的各项诉讼权利，确保当事人获得公正审
判。禁止让被告人穿看守所识别服、囚服
等出庭受审，彰显现代司法文明。加强刑
事司法救助，帮助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被
害人及其近亲属摆脱生活困境，让群众感
受司法温暖。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少年司法制度，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
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积极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防范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左民廷 刘佳美）

积极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切实做好人民群众安全防范教育，全面
提升人民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
能力，预防和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
生，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法院依托新媒体宣
传平台，积极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活动。 （常丹阳）

以事故研判促事故预防取得实效

本报讯 为实现道路交通事故“减量控
大”工作目标，南召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自 4
月下旬以来从加强事故研判入手，通过常
态研判形成制度；细化研判把握规律；开门
研判精准整改，推动事故预防取得较好效
果。该大队把常态化开展事故分析研判作
为科学把握事故成因规律，加强事故预防
的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坚持不懈，做到对
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发生一起研判一起；对
季节性多发性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及时定量
综合分析，使事故成因规律分析研判成为
引导事故预防和不断提高事故预防能力的
常态化工作。4月下旬以来，全县交通事故
总量同比下降 17%，较大事故下降 20%以
上。 （武书强 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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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邙
山分局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自己
数天前丢失的空调竟被“送上门”了，
请民警前往处置。

刘先生数年前花9000余元购买
了一台空调，一直寄放在朋友的仓库
未曾使用，几天前发现空调被盗。让
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刘先生丢失的
空调又失而复得了……

5月15日上午，嫌疑人孙某到刘
先生经营的空调维修店想要购买名

为“手操器”的空调配件。李先生询
问发现，孙某家的空调型号跟自己被
盗的那台一样，而且也是“手操器”缺
失，如今这种老型号的空调，全市也
没有几台，于是便向孙某提出上门查
看的要求，并报警求助。根据刘先生
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找到孙某家。
经辨认，刘先生确认孙某家中缺失“手
操器”的空调正是自己丢失的那台。
随后，民警将嫌疑人孙某带回调查，另
一名嫌疑人王某闻讯赶来自首。

原来，嫌疑人王某数月前到刘
先生寄存空调的仓库打工，见有台
空调长时间无人处理，便将空调偷
偷运走，后以 1400元卖给孙某。没
想到，孙某转头便碰到了失主刘先
生。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孙某
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至此，邙山公安分局又成功告破一
起侵财类盗窃案件，为“亮剑行动”
再添新战果。 （韩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新乡市公安局卫东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李效群以《中国之治展现制度自信》为
题，为全体民警上了一堂专题党课，从理论
到实践，论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多
方面的显著优势，呼吁民警立足岗位，奋进新
时代，逐梦新征程。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郑金明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普降小到中雨。为确保学
生上下学安全，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学
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动力，增派一
线执勤警力上路，强化高峰岗、流动巡逻等
措施，切实保障交通安全。工作中，广大交
警顶风冒雨，履职尽责，耐心为司机引导绕
行，护送学生们安全过马路，尽心撑起“护
学伞”，现场井然有序，过往群众和学生家
长纷纷竖起大拇指，为风雨中屹立的“藏
青蓝”由衷点赞。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进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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赃物“巧遇”失主 案破！

●淮阳县君宇牧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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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鑫梦源物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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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昊宸医疗器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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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珺博科贸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130368713209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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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更正公告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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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雯心《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802382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君庭泊居酒店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4114210020940）丢
失，声明作废。
●泌阳县春水镇石鑫石材厂合同
专用章（编号4128220010761）、发
票专用章（编号4128220009511）、
法定名称章（编号4128220009
509）、财务专用章（编号412822
0009510）丢失，声明作废。
●王金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425613472460，声明作废。
●2014年4月12日出生的王钰
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54477，声明作废。
●汝州市安心代驾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4104820056287）、
财务专用章（编号 4104820056
288）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2月28日出生的李峻
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01416，声明作废。
●豫AZ1650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13858，声明作废。
●舞钢市亿丰商贸有限公司法
人章（陆清玮印）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骏茗冶金耐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M
A45LG5M9H)，经2020年第一次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清偿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梁，电话18530555568

2020年5月27日
●中牟县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拟申请注销中牟县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的公告

根据中牟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撤销中牟县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的通知》（牟编〔2018〕4
号）文件精神，中牟县农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0122663400654R）将 撤 销
事业单位建制。按照《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
关规定，拟向中牟县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
5月18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
系人:王留杰电话：15138483447

中牟县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2020年5月 20日

●2005年6月22日出生的陈磊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F410521043，声明作废。
●2016年9月6日出生的石雨菲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698879，声明作废。
●2009年10月7日出生的曹圆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J410690882，声明作废。
●鹿邑三鼎发业有限公司财务章丢
失，编号4116280004099，声明作废。
●胡殿明位于潢川县伞陂乡罗
新楼村六里鹏组集体土地使用
证丢失，原证号035042号，面积
71㎡，声明作废。
●西平永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QE9026-T373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721026727，声明作废。
●西平县驰顺物流有限公司豫
QD6210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8061，声明作废。
●唐杰位于潢川县城关南海街
回回营30号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证号：潢城房私字第 00148-2
号，面积：72.17㎡，声明作废。
●2008年5月8日出生的杨佳歆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H411472847，声明作废。
●2003年3月3日出生的郭瑞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410355339，声明作废。

●南阳市畅想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300MA3X9
B8L4J）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380万元减
至3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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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于2020年3月31日第15
版刊登淅川县人民法院原告周红
伟诉被告程胜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周红伟应为刘占军，被告
程胜强应为程强胜，特此更正。

●河南锦策律师事务所韩加加
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
14101201510129901，声明作废。
●编号为 O410550587，姓名为
蒋子宣，出生时间为2014年1月
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西平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QH782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721024065，声明作废。
●杞县盛宏渣土清运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
证号：410221000783，声明作废。
●上海迪冉郸城制药有限公司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赵清梅均丢失，声明作废。
●西平县万达物流有限公司豫
QG1868一W327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721031695，声明作废。
● 西平县同达物流有限公司
豫 Q26973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20596，声明作废。
●依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同
意下列一家单位在伊川县民政
局注册登记。单位名称:伊川县
城关街道七彩虹幼儿园，单位
证 号:52410329MJY545773R，
法定代表人:张珂珂，地址;伊川
县野狐岭社区卫生所东200米。
●安阳高新区杨鑫佳张记秘制
凉粉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0M
A452NEL3X，声明作废。

●新乡市红旗区西街办事处环
境卫生服务中心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西街办事处社
区服务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西街办事处劳
动保障事务所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沈丘县圣泉粮食机械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624MA44E
BU6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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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国青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代码914105817779974
799）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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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