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29日出生的徐翊

翔出生医学证明信息有误，编号

N411434235，声明作废。

●鹿邑县四楼网吧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628

MA3X8RXJ5A，声明作废。

●开封市和康实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02002000310，声明作废。

● 清丰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以下单

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名

称：清丰东区医院 证号：2020009

法人：史周印住所：瓦屋头镇209

省道汉寨外中段路东主管单位：

清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声明公告
●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商丘分

所律师王福泉不慎于2020年10

月21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141142

00320668762，现声明作废。

●河南永祺建筑消防设施检测

有限公司以下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不慎丢失，陆春燕，女，身份证

号：410825198801176529，资格

证号：1436003019401146；贾炳，

男，身份证号：410303198109160

015，资格证号：14360030191011

41；亢欣，男，身份证号：4103031

97105220012，资格证号：14360

03019401145，声明作废。

●依据永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20豫1481,执2151号，永城市

博达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永城市中原

路北段西侧311国道以南土地使用

权证，证号永国用（2010）第00047

号，面积9333.333㎡，声明作废。

●巩义市瑞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AY0608营运证丢失 ，证号

410181011668，声明作废。

●太康县世联行策划服务中心

公章丢失，编号4116270014235，

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20日出生的赵昱

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50650，声明作废。

●禹州市兰芝日化店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081MA4

1G0Y17H，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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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卜蜂正大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证：91410726MA

3X98KQ3A）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

记。特此公告。新乡市卜蜂正大

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1日

●郑州雯雯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102MA47FCH

2X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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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马头镇马北加油站（统

一代码 91411627MA40HAD4

XH）经投资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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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和康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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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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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街道小星星幼儿园，单位证

号:52410329MJY691009R，法定

代表人:武鲜艳，地址:伊川县城

关街道枫丹白露小区院内

成立公告

●舞阳县佛教协会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正本丢失，统一代

码：514111217991861405，法定

代表人：彭小平，声明作废。

●河南高祥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8年8月30日出生的刘诗

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163020，声明作废。

●个体户卢胡玲，不慎将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305310

215），声明作废。

●2020年10月15日出生的孙梦

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553134，声明作废。

●杞县金瑞运输有限公司豫

BQ8388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410221009967 ，声明作废

●开封市汇金食品有限公司经公

司股东决定公司继续经营，现股东

决定撤销于2019年4月23日在本

报刊登的注销公告，特此声明。

撤销公告

消防检查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
平，近日，通许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消防
重点单位开展消防检查及培训工作，确保辖区
安全稳定。 （李沙沙）

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六稳”“六保”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系列部署，近期，范县检
察院结合自身实际，扎实开展影响营商环境执法
司法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活动，着力提升执法
司法质效，推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服务保
障“六稳”“六保”贡献检察力量。 （赵凤霞）

扎实开展“百日行动”

本报讯 在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宣传暨
安全隐患动态清零“百日行动”中，新蔡县公安
局今是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采取区块走访与
交叉走访结合的方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车
间，征求群众对派出所、警务室、警务工作站工
作的意见建议，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并结合辖
区治安形势向群众发送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
宣传材料，宣讲防火防盗防骗防网络赌博等安
全防范常识，帮助企业、门店完善人防、物防、
技防等安全防范措施。 （李林青）

以文化扶贫助精神脱贫

本报讯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西峡
县寨根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教育扶贫工
作，把志智双扶工作始终放到首位，利用“文艺
轻骑兵”送戏下乡、放励志类电影、送图书等形
式，使全乡255户贫困户都能常年受到文化熏
陶。该乡易地搬迁点于2018年4月建成，并入
住，周边配套文化广场、篮球场、活动室等一系
列文娱设施。

“我们不但住上了楼房，还有文化广场、戏
楼和健身器材，国家的政策好啊。”贫困户高兴
地说。文化广场自建成以来，先后承办各种娱
乐演出 10 余次，成为满足周边群众健身娱乐
需求的“百姓舞台”。 （范良术）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本报讯 近日，驻马店市公
安局金桥派出所在相关警种的
大力配合下，经缜密侦查，深挖
线索，成功破获一起跨境网络
赌博案件，捣毁赌博窝点 1 个，
收缴作案电脑 4 台，抓获开设赌
场嫌疑人 4 人，查实涉赌资金
数百万元。

连日来，在全市开展的“大
排查大走访大化解大宣传”活
动中，该所治安大队民警在辖
区古城办事处走访时了解到，

在附近村庄有人利

用微信群组织数十人参加网络
赌博。该所领导高度重视，立
即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

专案组从涉案人员外围入
手，对参赌人员组织架构、赌资往
来情况进行摸排。经前期侦查初
步查明，2017年9月份以来，居住
在该办事处的张某成立了境外网
络赌博平台的国内代理点，通过
建立若干微信群，组织人员参与
赌博。同时，张某雇用任某、丁
某、张某某等人作为赌博群的操
作员，组织管理线上参赌人员。

专案组民警经缜

密侦查，在全面掌握该案件事
实、证据以及该赌博团伙的组
织 架 构 后 ，决 定 实 施 抓 捕 行
动。民警分别奔赴郑州、商丘、
驻马店等地将 4 名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
任某、丁某、张某某对参与经营
网络赌博犯罪的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任
某、丁某、张某某已被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袁志刚）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梁馨雨）为从源
头上有效预防学生远离不法分
子伤害，10 月 15 日，鹤壁市鹤山
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干警与区
教育体育局综治办副主任孙长
青到辖区鹤山区实验中学参加
座谈会。

会上，该院检察干警带领教
师们共同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时代校园法治建设的意见》

《河南省教职工入职查询工作暂
行办法》《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
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等文件内容，传达了文件精神。
随后，大家就如何提高未成

年人自我保护能力、从哪些方面
加强监管、强制报告制度的有效
实施等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

该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朱润
明结合办案实例，深入阐述未成
年人保护的重要性及未成年人
犯罪的特点，并提出学校要加强
法治教育、认真落实强制报告、
教师入职查询等工作，进一步完
善教育评价机制。教师们既要
教书，又要育人，要坚持立德树

人，教育孩子知法懂法守法，有
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
发生，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校方表示，在今后的教学
工作中，学校将进一步完善校
园管理制度，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教师们也纷纷表示，这次
座谈会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今后一定要依法律己，重视法
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关心
关爱学生，及时关注学生身心
健康，做好护花园丁。

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

普法进校园 护航学生成长

驻马店市公安局金桥派出所

成功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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