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确山县检察院
邀请县纪委监委、教体局、公安
局、民政局、司法局、卫健体委、团
县委、妇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召
开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推
进会，促进形成齐抓共管格局，携
手撑起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

蓝天。
近年来，确山县检察院坚持对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严厉打击“零容
忍”，对未成年被害人及时进行心
理疏导、保护救助，精准发力，推进

“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参会人员
充分认识到，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形成具有源头预防、及时发现、高
效应急、依法惩处的未成年人保护
机制，对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会上，各单位相关负责人结合
各自职责，就如何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张劲松）

携手撑起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蓝天

本报讯 10 月 12 日，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举办的2020
年纳税人学堂第四讲拉开帷幕。据
了解，举办纳税人学堂，是该局开展
营商环境调查工作的一部分，旨在
对纳税人进行政策辅导及问题解
答，不断增强纳税人的满意度。

高度重视，积极谋划。该局高
度重视营商环境调查工作，第一时
间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部署会
议，认真学习开展营商环境调查的
目的和意义，研究确定推进措施和

重要时间节点，确保户户到人、抓铁
留痕、有序开展。

强化学习，保证效果。该局组
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营商环境调查
相关内容，深刻理解指标内涵，制订
调查计划，加强宣传辅导，增进纳税
人对税务工作的理解支持，保证调
查效果。

广泛宣传，加强辅导。该局通
过举办纳税人学堂、微信群发布信
息、面对面宣传等形式，向纳税人广
泛宣传本次调查的重要意义，鼓励

引导纳税人积极参与，逐一辅导纳
税人参与调查，建立宣传辅导台账，
保障调查内容全覆盖、不重复、无遗
漏，确保调查质量。

注重实效，开拓创新。在保质
保量完成调查任务的同时，该局积
极收集纳税人在服务措施创新、优
惠政策落实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不断提高工作创新敏锐度，以良好
的营商环境促进税收环境持续优
化，助力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孙文杰）

做好营商环境调查助力辖区经济发展

近日，长垣市公安局电侦大队联合新
乡市公安局电侦支队，成功抓获一名电信
诈骗犯罪嫌疑人，破获一起新乡市公安局
督办案件。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押解回
长垣，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河南法制
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化玮摄影报道

为强化教育整顿效果，近日，封丘县
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进行应
知应会知识测试。

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进昌
摄影报道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引导，深入开展
酒醉驾夜查行动。图为民警对涉嫌酒驾
司机进行讯问。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马妍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推进“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 ，近
日，偃师市公安局组织召开英模报
告会。会议邀请冯朝庆、韩建刚两
位英模代表作报告。该局班子成
员、中层干部共70余人参加报告会，
省公安厅教育整顿第一指导组成员
李大安、丁贯春出席会议。

冯朝庆是洛阳市公安局刑事科
学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2015
年 4月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他将
从30多年工作感受中总结出的四句
话“抉择必然坚定，上心产生热爱；
责任催生动力，用心才敢担当；实践
推动创新，专心定能实干；自觉方会
奉献，走心用情才真”一一向大家进
行解读，重点阐述了“自觉、自信、坚
定、执着”的工作精神。韩建刚是偃
师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主任，
2019年4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2018年9月，他主

动请缨参加支援边疆建设。结合自
己在反恐一线的经历，他向大家展
示了边疆公安坚韧不拔、不畏艰险、
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阐述了“愿得
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伟
大精神。

报告会结束后，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要继承和发扬英模“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优良作
风，努力创造偃师公安的辉煌篇
章。 （姚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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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市公安局组织召开英模报告会

传承英模精神 坚守初心使命

●本人巴冰，家住河

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石佛镇石佛村

大街206号附9号，于

2018年8月26日在本村东南方向

建筑工地废土上捡到一名刚出生

男婴，抚养至今，取名沙文杰。现

寻找孩子亲生父母，知情者请联

系：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枫杨

派出所，电话：0371-67806796。

●虞城县魏海威购物广场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号：
JY14114250050598，声明作废。
●新蔡县金月亮照明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729MA44TELD44，声明作废。
●2014 年 5 月 16 日出生的蒋
葛静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O410654318，声明作废。

●2010 年 5 月 11 日出生的望

耀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007670，声明作废。

●太康县独塘振旗蛋禽养殖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1627MA46NT2QXE，声明作废。

●2014 年 5 月 29 日出生的赵

佳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72376，声明作废。

●2016 年 4 月 18 日出生的刘

艺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05395，声明作废。

●2014 年 1 月 2 日出生的李心

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23736，声明作废。

●2020 年 7 月 30 日出生的张

书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562580，声明作废。

●2014 年 05 月 25 日出生的张

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62504，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周口市金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车牌号豫PY2201营运证号411

620083645营运证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董体乾

律师证丢失，证号14103201910

094526，声明作废。

●河南冠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码4116010024122)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张国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628611114527，声明作废。

●任雪梅（身份证：4112191969

04062526）所持执业医师执业

证、医师资格证书，编码：11041

1200000071 、19994111041121

9690406252）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广安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503100001990，声明作废。

●2011年1月1日出生的田梦涵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L411747442，声明作废。

●2020 年 2 月 5 日出生的刘宥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1350489，声明作废。

●2009 年 9 月 29 日出生的郭

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808940，声明作废。

●2017 年 7 月 24 日出生的任

意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236363，声明作废。

●河南广远物流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代码91411628M

A40W3541E）、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086000595901）、公章、财

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元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鹤壁市鹤山区分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91410600MA46DEQJXB）

遗失，声明作废。

●商城县九合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524MA47T7

CL6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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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夜尚网吧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广安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4105031000019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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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寻亲公告

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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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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英子美容院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053101681，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16 日出生的罗

文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O411159111，声明作废。

●西平泰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QG7955 营运证丢失，证

号 411721032527，声明作废。

●漯河市赢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LF8185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2011996，声明作废。

●李志强不慎遗失河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财政票据一张，该票

据的缴款人是李志强，缴费金

额 ：18008.00 元 ，票 据 号 是

0968499，项目名称：诉讼费，缴

费日期2019年9月29日，收款

单位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试验区人民法院。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