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全局基层党
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党
支部政治功能，提高党支部组织力，
近日，内乡县公安局机关党委对该局
的 9个支部开展了一次以“逐支部观
摩 整单位提升”为目标的党建规范
化推进活动。

本次活动采取“一听二看三问四
评五改”的形式进行。“一听”是指观
摩团每到一个支部，支部书记都要向
观摩团介绍本支部党建工作思路和
创新做法；“二看”是指观摩团体验各

支部党建文化氛围，查看各类档案资
料台账；“三问”是指观摩团围绕党建
工作现场提问，与各支部成员进行交
流互动；“四评”是指观摩团对各支部
党建工作情况进行评比打分；“五改”
是指观摩团对各支部存在的问题下
达整改意见清单并限期整改。

通过此次观摩，内乡县公安局对
该局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
摸底和掌握，并对下一步基层党建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各支部成员要提高
站位，转变认识，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理念传达给全体党员，使党建工作
上升到新高度。各部门负责人要
深入思考，结合部门实际，找准业
务工作与党建工作的结合点，以
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公安工
作发展，解决业务与党建“两张
皮”的问题。今后，要不断丰
富党建观摩的形式和内容，
除了常规的阵地和档案资料
外，要加强党建工作创新和
亮点培育。 （曾照云）

本报讯 5月以来，伊川县公安
局持续开展“扫黑恶、打侵财、剿毒
患、追逃犯”“亮剑行动”。该局吕
店派出所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截至
6月15日，抓获多名嫌疑人，行动取
得阶段性成果。

5月 17日，吕店派出所民警接
到线索：网上在逃人员董某在辖区
鸦岭乡鸦岭村某烧烤摊卖烧烤。
警情就是命令。该所领导高度重
视，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布控，通过
两天的蹲守，于5月19日23时许将
来烧烤摊盘账的董某抓个正着。

5月 26日，该所民警在走访工
作中，通过多次努力，成功劝说网

上在逃人员张某到该所投案自首。
连续两名网上在逃人员落网，

极大地鼓舞了该所民警、辅警的干
劲。他们克服人员少、工作量大等
困难，再接再厉，主动出击，接连侦
破多起刑事案件。

为打击现行犯罪，5月29日，该
所民警组织人员在辖区集贸市场
展开便衣巡逻，成功将盗窃他人物
品的胡某抓获，并在其随身物品中
发现一部可疑手机。经查，该手
机是胡某偷来的。面对各种证据，
胡某对自己扒窃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6月 15日，该所值班民警接到

受害人张某报警称，自己的手机被
盗。民警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
公共视频、排查走访，发现吕店乡
霍沟村的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立即将周某传唤到案，周某对
自己盗窃他人手机的违法事实供
认不讳。6月 19日，周某被刑事拘
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在“亮剑行动”中，吕店派出所
全体民警、辅警克难攻坚，为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营造了安全稳定
的社会治安环境，展现了公安队伍
实干进取、敢打敢拼的良好形象。

（路学锋 赵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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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内乡县公安局

组织基层党建观摩
助力党建规范化

伊川县公安局吕店派出所

开展“亮剑行动”侦破多起刑事案件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
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对
辖区宾馆等场所进行清理清查，并在一
宾馆门口将河北衡水警方上网追逃的犯
罪嫌疑人崔某涛抓获。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进昌 摄影报道

近日，长垣市公安局在“纪律作风
深化年”活动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
活动，侦破系列盗窃案件，抓获犯罪嫌
疑人李某。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化玮摄影报道

图片新闻

●2016年7月15日出生的霍佳
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909125，声明作废。
●新密市市区荣升日用品商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82600266646，声明作废。

●本报2020年4月1日11版刊发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对李天祥
公告，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红
立方模拟图板制作中心、张梅英
诉被告李天祥、神华联合建设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更
正为“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红
立方模拟图板制作中心诉被告李
天祥、神华联合建设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2020年6月15
日15版刊发宋存录诉桑陈喜之安
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9）
豫0502民初5036”更正为“（2019）
豫0502民初5029”，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河南洁路德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3MA484MB2XL）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1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到200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河南玖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20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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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齐山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

083483887C)股东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6000 万元减少至

2300万元，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要求。

●新蔡县柏胜游乐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代码91411729MA46U

X4GX3）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20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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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飞龙粮机仓储设备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1624MA3X

A1XA1X，经股东会决定，拟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300

万元，请债权人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请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事项。特此公告。

●河南恩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防伪码4101020072154）、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P411438642，姓名：李
昊泽，出生日期：2015年8月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个体工商户翟朝辉，注册号：
410728619132634，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王石头母婴连锁有限
公司高朗分公司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14
116270044375），声明作废。
●本人因不慎将陈氏麻辣烫正
本丢失，号码为92410600MA46
LGMK16，声明作废。
●编号为 O410331374 姓名梅
振熙，出生时间 2014 年 4 月 1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河南省韶光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丢失，公章号码，4128
0300 3162 8，声明作废。

地址：中原区桐柏路与西十里铺
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111
号3号楼2层。面积：约305平
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育培
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单位房出租

联系人：张女士13460274755 张先生14783166053

●经公司研究决定，济源市政泓
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41900100
0047785）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望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长垣兆能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728MA44W7D
041）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望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辉县市华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782MA40MB
XN2Y）经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台前县樱汁美果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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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州市肖文杰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代码 93411381MA3X4
D5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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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面对面婚介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 91410106MA456D
RA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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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菜园镇后皇甫村海
峰超市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代码92410523MA4470PU
0E，声明作废。
●缴款人赵贵山于2019年12月
10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49364元所出具的票号为130
3638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
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张蓬勃不慎遗失法律职业
资格证书正本，编号 A2014410
7811308，声明作废。
●南阳昊铭装饰有限公司2015
年4月20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9141132335343770XD）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畅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LH785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102016201，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P1C676 （411620081006） 、豫
P2V82 挂（411620081007）营运
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豫A3558Z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2103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杨东梅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0573
200126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刚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057320
21208，声明作废。
●新密市青屏寻味火锅店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183MA44CUG07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漯河市富铭运输有限公司豫
LK1809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4014156，声明作废。
●2004年2月18日出生的殷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D410239619，声明作废。
●西平县驰顺物流有限公司豫
QF9320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31843，声明作废。
●2008年3月9日出生的弓涵
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1403919，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1日出生的谢佳
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31787，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胡培帅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2600
823516，声明作废。
●永城市润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914114813300
93887W）、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李梦颖印）丢失，声明作废。
●商丘天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行
政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9月23日出生的马诗
莹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276789，声明作废。
●景红宾位于嵩山村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丢失，证号688，面积
200平方米，声明作废。
●2009年10月6日出生的李佳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08653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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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2018年11月12日，太康县城
关镇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一男孩，年龄约两岁，神志不清，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言语吐字不
清，查不到亲生父母，后送至太
康县社会福利救助中心，现寻找
其家人，知情者请联系太康县
社会救助和福利中心，逾期将
依法处置，电话：0394-6822500

寻亲公告

●河南省邦特工量具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11800万元减至99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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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