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6日出生的刘智赟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525025，声明作废。

●信阳家家兴超市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编码4115060023040，声明作废。

●2016年9月22日出生的张天

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47353，声明作废。

●西平永兴货运有限公司豫

QD1567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4728，声明作废。

●方城县杨集镇西桥村程相

朋农村土地确权证丢失，编号

N0.D4113220218778，声明作废。

●方城县古庄店乡草店村王义杰

农村土地确权证丢失，编号N0.

D4113220263403，声明作废。

●漯河洁润渣土清运有限公司豫

LK7279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21002268，声明作废。

●河南富登律师事务所，因保管

不慎将河南省司法厅2019年9

月 23 日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正本、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MD0

222989C，执业证书流水号：501

20532，现声明作废。

●西平县顺风物流有限公司豫

Q26822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721019682，声明作废。

●郸城县智博箱包制品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087001031901，声明作废。

●夏邑县瑞晟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汝南县熊艳丽家具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1727MA3X53YJXT，声明作废。

●西平瑞达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 QF8970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30870，声明作废。

●因本人不慎将郑州天荣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

开具的姓名：浮历鹏，票号：00141

77，房号：A38二楼中附1租金、管

理费、物业费共计42210元，收据

丢失，现声明此收据作废，以后由

此引起的一切纠纷均由本人负责。

● 证 明

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规定，同意下列壹家社

会团体单位已在我局注册登

记，具有合法地位，其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单位名称:伊川

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证 号:51410329MJY69623XD，

法定代表人:张夷奎，地址:伊川

县新鹏北路树锦教育集团5楼

●郑州圣运贸易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010633018990X5）经股东

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楚志远、王联

军、韦娟等人组成，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

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7838352228

●汝南县众鑫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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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智博箱包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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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人贾毅敏于2019年5月31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818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796154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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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29日出生的郭淑

媛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85537，声明作废。

●2015年1月6日出生的李睿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007576，声明作废。

●虞城县卓越电器维修部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梅高置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28030038453，财务专用

章编码4128030038454，法人章

（梅瑞印编码 4128030038455）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大昌渣土清运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丢失，编号410184

1691786，声明作废。

●2010年10月6日出生的徐于

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203627，声明作废。

●2008年11月12日出生的梅家

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401896，声明作废。

●周口市永昌重型汽车服务中心

发票专用章不慎丢失，编号4116

01000818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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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2020年10月14日刊登李志强

遗失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

票据遗失，收款单位更正为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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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聂学强
通讯员 郅晓瑜

走近交警走进基层系列报道之走近交警走进基层系列报道之

巩义篇巩义篇

巩义市车管所
周末不打烊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徐彤 王丽 律师

已有

一名子女

能否再收养孩子？

民法典释义

导言

案例

法条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
的调整，国家开始倡导一
对夫妻生育两名子女。
此前的收养法中明确规
定，收养人应当“无子女”
和“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的条件限制，为了与计划
生育政策调整相衔接，民
法典在关于被收养子女
数量限制问题上作出了
及时的调整。

小芳的父母在一场
车祸中不幸身亡，只剩
下小芳一人。小芳远在
国外的姑姑（育有一儿
一女）听说后急忙赶回
国，作为华侨的姑姑是
否可以收养小芳呢？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
九条的规定，姑姑是小
芳父亲的三代以内旁系
同辈血亲，华侨收养三
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
子女，不受无子女或只
有一名子女的限制，所
以姑姑是可以收养小芳
的。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

（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五）年满三十周岁。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九条 收养三代以内
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本法第一千零
九十三条第三项、第一千零九十四条第三项和
第一千一百零二条规定的限制。华侨收养三
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还可以不受本
法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限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条 无子女的收
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
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
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
前款和本法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一
项规定的限制。

宽敞明亮的服务办事大厅、有序的工作状态，
导办人员还可以随时提供“保姆式服务”。这是河南
法制报记者近日在巩义市车管所服务大厅看到的情
景。

河南法制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巩义市车管所按
照上级有关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细化工作措施，关注群
众需求，突出服务职能。

人性化服务 周末不打烊

为做好车驾管服务，常态化落实公安行政审批和公共
服务事项进驻市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办理的要求，2020 年 6
月，巩义市车管所两个车驾管窗口进驻巩义市行政审批中
心。

巩义市车管所对业务进行公开化，院内公示栏里公示着
民警基本信息、车驾管业务法律依据及收费指南，大厅门口公
示有监督投诉电话。从 2020 年 8 月起，该所每月组织业务学
习、业务培训和业务考试，以提高民警的服务水平。

记者看到，该所在大厅门口导办台处设有志愿者服务窗口，
提前为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提供剪刀、胶水、老花镜以及纸笔等，
及时为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设置无障碍通道，并经常打扫，为
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帮助。

该所还设立免费导办点，由民警担任导办员。每天上班前 5分
钟，导办民警打开叫号机，提前做好准备，维持大厅秩序，引导群众排
队，对群众手续先期审核，周末照常办理各项业务。

多举措推行“放管服”改革

巩义市车管所大力向办事群众推荐交管12123互联网平台。对于一
些简单车驾管业务，群众可以在该平台上提交申请，待后台数据审核成功
后，群众可持有效证件到车管所窗口领取，真正实现了“就跑一次”。

该所还实行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电子化，群众可以在该平台上直接申
请电子签。

在接受河南法制报记者采访时，巩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李亚军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巩义市车管所的车驾管等部门将进一步落实惠民举
措，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协
办
协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