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临颍县
公安局连续接到两起老

人财物丢失的报案。民警
认真勘查现场，开展地毯式
排 查 ，快 速 侦 破 两 起“ 案
件”，帮老人找回了丢失

的财物。

连破两“案”

7月 28日晚上 8点 30分，结束一场会议后，灵宝市检察院
检察长尚粉红匆匆赶往干警马银月的家中。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早就想来看你，可工作忙，一直
没顾上。”一进门，尚粉红就与马银月的妻子拉起了家常。

2018年，马银月的妻子生了一场重病，导致生活不能完全自
理。孩子在外地工作，平常家里全靠马银月一人料理。考虑到马
银月家的实际情况，院里尽量不安排他加班、出外勤。

“嫂子啊，我知道您行动不便，您放心，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
帮忙的。我们这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是中央政法委统
一安排的，要求所有在编干警、借调人员、临时聘用人员都要参
加。马银月也要参加这次工作，这段时间会比较忙，希望您能理
解。”

“谢谢你来看我，没事的，有难处我会自己克服的。”
“嫂子啊，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根据这次教育整顿工作安

排，我们要对每一名干警进行廉政家访。这是我们给全体干警
家属的一封信，还有这本家风家训书，您看看。希望您当好他
的‘监督员’，做好他的‘廉内助’，把好咱家的‘廉政关’。”

“放心吧，我会的。”
晚上 9 点 12 分，从马银月家离开后，尚粉红又赶到干

警许涌家里。去年 11月，许涌在执行一次扶贫任务时受
伤，颈椎和胸椎等多处骨折，经过治疗最近刚刚痊愈。
这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始后，他也积极参与
其中。在许涌家里，尚粉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
一再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并希望许涌的家属多
多理解支持，按照一封信的要求，协助检察院
把好干警的廉政关。

就这样，一家家走访，一家家叮嘱，
直到晚上 11点，尚粉红才回到办公
室，接着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王宏杰）

□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殷广华

夜访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虽然两起案件都是虚惊一场，但民警认真
负责的态度和高效专业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群众的充分认可。特别是民
警挨家挨户走访寻找电动三轮车时，周边群众被他们尽职尽责、脚踏实地
的工作作风感动，纷纷点赞。这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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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4万余元财物

7月26日上午，临颍县公安局大郭
派出所接到一位老人报警，称家中4万
余元财物被盗。

民警到达现场后，向老人详细了
解了情况。老人告诉民警，他家卧室
里的 2000 元钱不见了，家里的钥匙也
找不到了，儿子和儿媳结婚时的金银
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也不翼而飞，总
价值4万余元。

经初步侦查，民警发现老人家中
无翻动痕迹，门锁也没有被破坏的痕
迹。考虑到老人年龄大了，可能将物
品存放的地方记错了，民警在其家中
认真寻找，最终在他儿子和儿媳房间
的梳妆台下发现了一个手提袋，里面
装有“被盗”的金银首饰、手表等贵重
物品。但老人家里的2000元钱和钥匙
仍不见踪影。民警继续耐心查找，后
来在电视机后面的一个水杯内找到了
钥匙，在老人床上的凉席下找到了“被
盗”的现金。

电动三轮车不见了

7月28日下午5点，临颍县公安
局台陈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台陈
镇一老人的电动三轮车被盗。接到
报警后，民警张龙飞立即带领辅警
谌冲、黄鹏飞、杨飞等人赶往现场调
查。

据老人描述，当日下午 3点，他
骑电动三轮车外出，在路边看人打
牌，到下午 5 点准备骑车回家时发
现车辆被盗。民警调取沿途公共视
频进行分析研判，没有发现被盗电
动三轮车的踪迹。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可能会
记错停车的地点，7月 29日早上，民
警在老人丢车现场附近挨家挨户走
访，终于在一群众家中发现了老人
丢失的电动三轮车。

原来，老人记错了停车地点，好
心群众见这辆三轮车到晚上了还一
直无人看管，就推回家中暂时保管
起来。7 月 29 日早上，该群众正准
备到派出所反映情况时，民警就赶
到了其家中。

清算公告
●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造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进行清

算。清算组成员由股东、会计师

事务所组成。清算组负责人是河

南中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孔令强，联系电话：13839058337

联系地址：新乡市北环路西段

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2020年8月4日

●河南谦公祥畜产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200万元减至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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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元汇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6000万元减至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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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声明公告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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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安阳高新区家美门窗加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0M

A45A68M0X 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裴奕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T410268634丢失，声明作废。

● 举办者变更公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北街幼儿

园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办者由

王红丽变更为王家磊，变更前无

债务债权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

权由王家磊负责。联系人：王家

磊，电话：15738808788。

●郑州市金水区王勇士保健按

摩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45N3H6X6，声明作废。

●王梓恒，男，出生日期为2014

年9月8日10时31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郸城县妇幼保健

院，编号O411485021，声明作废。

●周口市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车牌
号豫PX1476，（证号：411620068
417）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焦丽丽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一代码92411425MA44MUA5
4X，声明作废。
●2018年12月24日出生的杨洋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0041670，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6日出生的张沐歌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126488，声明作废。
●2010年10月27日出生的彭世
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1467906，声明作废。
●2014年5月27日出生的张梓
娴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76708，声明作废。
●2009年3月24日出生的柏思
晨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116896，声明作废。
●2007年11月22日出生的陈昕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H410
415731，声明作废。
●2016年7月19日出生的李梓
晴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22426，声明作废。

●河南省孟津县城关镇李家窑
村一组村民刘咏美于2007年3
月在陕西省耀县捡拾一女婴，取
名贾紫懿，抚养至今。现寻其亲
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城关派
出所，电话：0379－67912198。

寻亲公告

●2006年7月14日出生的马浩

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0610623，声明作废。

●2018年05月11日出生的简

芷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466701，声明作废。

●2018年03月13日出生的陈雅

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

Q412024341，声明作废。

●2014年2月19日出生的翟依

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456942，声明作废。

●洛阳恒信瑞沃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代码：9141030058033548

X7)于2020年6月26日不慎将两

台XC90,（车辆识别代号VIN：YV

1LFA3E0L1605153、YV1LFA3E

7L1605151）的货物进口证明书

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 一致

性证书 环保证 进口车辆电子信

息遗失，故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杞县远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BB635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0221005315，声明作废。

●本报于2020年7月30日14版
刊登的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被告
为徐青伟公告中：“60日内来本院
烟阳法庭”有误，现更正为：“60日
内来本院堌阳法庭”。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注销公告
●郑州鸿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M
A45FMCG8M，经公司研究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于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村之美生态农业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统一代码9341172
9MA40B2XH9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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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如事铸件厂（统一代码
91411624MA47QDTW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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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振中铸件厂（统一代码
91411624MA47QPPY8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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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耀峰铸件厂（统一代码
91411624MA47QDTG3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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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银基物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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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鑫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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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毕高广告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5003268007454，声明作废。

20202020//0808//040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军强张军强
美美编编 李茹李茹 校对校对 王晓林王晓林

HENAN LEGAL DAILY

法治故事14

晓玉
讲故事

河南新闻名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