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街道作风纪
律建设，激发广大干部职工以及社区

“三委”人员、各类聘用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
氛围，近日，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
道纪工委深入开展作风纪律大整顿
活动。

该街道纪工委通过制订学习计
划，开展学习活动，抓好学习教育；
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自查自纠；建
立问题台账，逐一整改销号，切实提
升作风纪律；选树标兵，奖励先进，
营造良好氛围；完善机制制度，常态
化督察，保障整顿效果，引导街道全
体干部职工主动创先争优，进一步
增强街道全体干部职工对作风纪律
的意识，提升干部工作素能，在工作
过程中营造争当政治上强、能力上
强、作风上强、心力上强“四强”干部
的良好氛围。 （李英豪）

紧抓纪律整顿
培养“四强”干部

本报讯 9月 15日，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曲沟派出所民警经过缜密侦查，
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目前
已缉拿归案。

今年 5 月，民警接群众报警称：自
己家的大门锁、窗户铁栏杆被撬，被盗
现金 7000 元。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
调查、勘查工作。正当民警紧锣密鼓开
展案件侦查时，又有多名群众反映，也
被同样的手法撬了窗户，但是没有丢东
西所以也没有报警。

该所对此案高度重视，成立专案
组，要求民警对此案件进行深入分析研
判，尽快抓获嫌疑人，追回被盗财物，将
群众损失降到最低。通过勘查，民警发
现一枚指纹，经比对后确认该指纹系李
某的。民警立即围绕李某展开分析，由
于比对信息是多年前的线索，而关于李
某目前的信息几乎为零，研判不是十分
顺利，已获取的有限信息，似乎也没有
什么价值。但是民警并没有气馁，重新
转换思路侦查，并最终发现该指纹和另
一名叫牛某的人员相匹配。为尽快确
定嫌疑人身份，民警辗转数地调取信
息，犯罪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牛某，
男，跟随其母改嫁后曾用“李某”名字，
并曾因抢劫被判入狱 7年。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牛某如实供述
了其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盗得花瓶、小
物件及 7000 元现金等财物，并将盗得
的物品销售获利的犯罪事实。目前，犯
罪嫌疑人牛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办理中。

（曲如彦）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寄递物流业的日常监
管工作，严防违法犯罪分子通过寄递途径从事
违法犯罪和暴力恐怖活动，近日，范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联合派出所，对全县 13家物流寄递业
公司及各乡镇经营网点进行安全大检查活动，
共检查物流寄递业公司 9 家、经营网点 23 处，
签订责任书 32份。

检查中，民警详细询问从业人员业务办理
情况，认真检查各项管理制度防范措施等落实
情况，仔细查阅档案资料，发现部分经营网点
存在证照不全、实名登记不规范、安全意识差
等安全隐患，并当场督促网点负责人进行整
改，同时提出整改意见，对存在的问题一一登
记在册，整改期后进行复查。此次检查有效堵
塞了漏洞，消除了隐患。

检查期间，民警还与寄递物流企业签订
了物流、寄递渠道安全管理责任书，并提醒寄
递物流从业单位：一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法制
教育和业务培训，增强法律意识，提升规范受
理操作业务能力；二要严格落实收寄物品的验
视制度，对所收寄物品进行开包验视，确认无
危禁品后方可收货寄递运输；三要严格落实实
名登记，对所寄递、运输物品的名称和寄递人
的身份证、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进行登记；
四要严格落实报告制度，对发现有禁寄物品的
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进行核
查，从源头上杜绝事故发生。

（陈体峰）

本报讯 近期，郑州市管城区城东
路街道办事处三措并举坚持“路院园”
共治全覆盖。一是高标准推进“一环
十横十纵”道路综合改造提升工作，全
力提升道路品质。二是按照“优化布
局、完善功能、提升形象、便民利民”的
整体思路，对辖区老旧楼院进行改造
提升。三是在改造过程中以空地补
绿、见缝插绿的形式，增设休闲活动空
间，努力构建舒适宜居的花园庭院。

（杨丹）

三措并举
坚持“路院园”共治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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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公安局
对寄递物流业进行安全大检查

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一人俩名
民警抽丝剥茧核身份

●栾川县冷水镇村镇建设发展

中心、栾川县冷水镇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中心、栾川县冷水镇文化

服务中心3个单位拟向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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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9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盛圆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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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川宝弘实业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0100MA47D4F678）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壹亿元整减至伍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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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29日出生的许朝

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044507，声明作废。

●田丹丹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统一代码 92411628MA45T6W

H6X，声明作废。

●舞阳永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L2617挂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0027140，声明作废。

●漯河市亿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LJ3977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0028033，声明作废。

●2017 年 2 月 6 日出生的范

屹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Q410865202，声明作废。

●漯河市众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LL1809、豫 LU936 挂道路运输

证丢失，证号：411102017460、

411102017457，声明作废。

●

声明公告
●芦宝鼎，不慎将2018年9月7

日开具的票号为0874195，票面

金额为11900元的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票据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上蔡县公安局刘建伟，警

官证遗失（证号176750）声明作废。

●原告郝小影被告人申健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

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案号：

（2019）豫0108民初1488号，民

事裁定。开具的《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票据》票据代码：410103，

票号：0169586，金额：13021元，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诉讼费，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郭金波

律师证丢失，证号14103201010

83490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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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贝贝幼儿园，单位证号：5241

0329MJY501308P，法定代表人：

白洋洋，地址:伊川县城关街道周

村彭庄路口南300米路东白家街。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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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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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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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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9 月 22

日，报案人李方刚

于鲇鱼山乡欧楼村

新农村捡到一名女

婴，随身物品纸条写有出生日

期。望婴儿父母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商城民政局认领，逾

期将视为社会弃婴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376-7951778

弃婴公告

成立公告●西平县万达物流有限公司豫

QF6767-W908挂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721029476，声明作废。

●杨全州位于潢川县城关先锋村

沙窝组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

03313号，面积：120㎡，声明作废。

●2009年7月25日出生的陈仁

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110157，声明作废。

●周口惠民大件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

证号：411602202955，声明作废。

● 信阳市盛圆企业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张博雅（女，出生日期：2020年

9月3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U410720665）丢失，声明作废。

●辉县市今朝虾派火锅饭店卫

生许可证丢失，证号 JYDJ2410

78205000354，声明作废。

●2009年1月12日出生的陈昊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I411523354，声明作废。

●2016 年 01 月 02 日出生的张

诗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06219，声明作废。

●2008年7月20日出生的朱梓

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850721，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安瑞祥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4953000686502，声明作废。

●2017 年 12 月 21 日出生的彭

艺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03849，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