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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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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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三门峡新华水工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的诉讼费原始票据不慎

遗失，票号：0375134，声明作废。

●岳相中资格证（资格证号4102

25196810094195）遗失，声明作废。

●兰考王云松门窗加工店行政

公章不慎（编号4102250006921）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岱岳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星诚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编号41280301

09673声明作废。

●2020年2月15日出生的吴凯

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285242，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0707162，姓名李瑾

欣，出生日期2015年05月25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上蔡县立晟砼业有限公司法人

娄高耸个人印鉴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中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4820046512)、财务

专用章(编码4104820046513)、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9560009006

02)丢失，声明作废。

●偃师市城关镇民权巷小街调料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81600020662，声明作废。

●王占雨（身份证号为411081

198504047278）购买河南钧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许

昌市魏文路以东，八一路以北

“乾禧苑”小区A座17层1708号

房 屋 的 购 房 发 票（ 票 号

00008006，开票日期为2013年7

月26日）丢失，声明作废。

●陈英宏位于潢川县1街道34街坊

二环路南侧杨杰、杨代刚综合楼

1#楼204不动产权证丢失，证号202

00003254，面积126.37㎡，声明作废。

●郑州亚隆汽车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豫 AE8965 豫 AG3537 豫
AK0820 豫 AK0861 豫 AL5259
豫AV7377豫AV7820豫AV796
2豫AX6295豫AU6122豫AU6
659 豫 AM8637 豫 AM9377 豫
AH2811 豫 AR6303 豫 AH1997
豫AU6660豫AD9996豫AU69
91豫A7065E豫AW5336豫AW
6095 豫 AX8766 豫 AW1670 豫
AW1767 豫 AZ7820 豫 AZ7750
豫AV9536豫AG3975豫AW26
59豫AV3736豫A1171R豫AM7
067豫A009A挂、豫A066J挂、豫
A075S挂、豫A088A挂、豫A089
K挂、豫A129S挂、豫A187K挂、
豫A210V挂、豫A251J挂、豫A77
6P 挂、豫 A887T 挂、豫 AE959
挂、豫AK922挂、豫AL358挂、豫
AL521挂、豫AP651挂、豫AP99
7挂、豫AS295挂、豫AT120挂、豫
AT763挂、豫AT767挂、豫AU198
挂、豫AV257挂、豫AV258挂、豫
AV308挂、豫AV521挂、豫AV95
6挂、豫AX221挂、豫AX651挂、

●河南宇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1729000060814）经
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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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泌阳县丰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宋威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628611155358，声明作废。

●泌阳县赊湾镇巨圆家庭农场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113000347801，声明作废。

●卢氏县城关顺得综合服务部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顺德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友联物流有限公司发票

章编码（4116280005782）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法人章顾铭编码

（4116280005783）声明作废。由

于河南友联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顾铭变更为赵辉，经营地址

有鹿邑县根本涡北镇变更为鹿邑

县西关汽贸城，凡是在顾铭任法定

代表人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及经济

纠纷请于2020年12月31日前与

赵辉联系，手机号：18937055567

●本人陈魁，家住
宜阳县香鹿山镇官
庄村，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晚上 8 点左
右，在宜阳县龙羽
电厂东 50 米处路边捡到一刚
出生女婴，身体健康，收养至
今，取名陈梦涵，现寻找孩子
亲生父母，知情者请联系：宜
阳县公安局香鹿山镇派出所，
电话：0379-68718302

寻亲公告

●2012年9月29日出生的王甬

波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530370，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8日出生的黄千诺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851046，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2180649，姓名李梦

昕，出生日期2017年09月08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豫AZ282挂、豫AZ657挂、豫AZ
663 挂、豫 AZ887 挂、豫 AZ616
挂、豫AZ685挂、豫A029U挂、
豫 AK551 挂、豫 A055H 挂、豫
AX665挂、豫AZ397挂、郑州汶
贺 运 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豫
A5611M豫A9270K豫A5886V
豫 A225C 挂、豫 A968J 挂、豫
A936J挂、豫A090W挂、豫A202
C挂、豫A218J挂、豫A671X挂、
豫A206J挂、豫A023Q挂、豫A9
19G挂、豫A366E挂、豫A392G挂、
豫 A208G 挂、豫 A157S 挂、豫
A699D挂、豫A650P挂、豫A76
7J挂道路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本报2020年7月10日14版刊
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国
栋公告，判决书案号应为（2019）
豫05民终4582号，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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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聂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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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篇洛阳篇

戴军：
出彩的驻村第一书记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文 宁晓波/图）为深入推进打
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全力消除枪爆隐患，11月17日，按
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省公安机关以“除枪爆 护稳定 保民安”为主
题，在18个省辖市同步举行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当日 9时，河南销毁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市如意湖文化广场
举行（如图），省打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厅际联席会议召集人，
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范玉龙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启动命
令。据悉，此次活动将对各地公安机关查缴和群众主动上交的
1400支非法枪支、3300支仿真枪、1700把管制刀具等进行集中统
一销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严厉打击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活动，从 2018年开始，我省就持续开展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工作。今年，全省公安机关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对
枪爆违法犯罪活动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共侦破涉枪涉爆刑事
案件156起、治安案件284起，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有效消除了
社会治安隐患，有力维护了我省公共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此次集中统一销毁活动，各地将对公安机关查缴和群众主动
上交的1400支非法枪支、3300支仿真枪、1700把管制刀具，以及配
枪单位报废的2038支公务用枪、844支民用枪支，分批进行集中销
毁。同时销毁的还有非法炸药、雷管、导火索、子弹、战争遗留物。
当日，省公安厅在济源钢铁厂对全省报废枪支和部分省辖市收缴
的非法枪支进行销毁，其他物品由各地公安机关组织销毁。

各地仪式现场，公安机关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增强广
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枪爆物品的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

全力消除枪爆隐患
我省18个省辖市同步举行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胡某系新密某矿山包
工头，因所经营的铝石矿没
有炸药审批资质，便从李某
处购买炸药和雷管用于井
下爆破作业使用。新密市
公安局顺藤摸瓜，将李某的
上线朱某抓获，并在朱某家
中当场查获大量炸药和雷
管。目前，该案3人被刑拘。

今年 10 月，郑州市豫
奥乐户外有限公司在西流
湖公园举办的涉仿真枪“快
闪”活动，被公安部、省公安
厅通报。郑州市公安局高
新分局对涉案的35支仿真
枪依法予以收缴，并对该公
司下达“停业整顿”决定书。

案例①

案例②

让时光倒流到2017年6月，那个骄阳似火的午后，洛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某大队的中队长戴军，辞别队友，
来到栾川县栾川乡后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弹指一
挥，戴军已经在大山深处扎根了3年有余。在3年多的驻
村工作中，政治强、业务精、讲党性、有担当的戴军，和山
村里的509家农户、1860名村民，结成了莫逆之交。

村民中有一家情况比较特殊，一位70多岁、名叫张
花的老太太，和一个患有先天性精神病儿子共同生活，
所有家庭支出全靠政府救济。戴军发现老人的房子
漏雨，立即帮她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进行了拆除重
建。张花没有文化，电话只会接打，不会存号码，不会
发短信，每到他们母子二人的低保金和其他社会救
济金将要发放的时候，戴军就要上门提醒一下。戴
军帮助老人在房子周边开荒种菜，时常联系一些爱
心单位给老人送去些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在项目扶贫中，戴军以转业军人田秋红为突破
口，在把他培养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的同时，安
置了村里 20多名建档贫困户在田秋红的项目中就
业。戴军入村后，发现田秋红包鱼塘、种草莓，是村
里的头号经济能人，就找他多次谈心，问他愿不愿
意带领群众一起脱贫致富。经过商谈，田秋红2018
年从村民贫困户手中流转了 52.1 亩土地 ，建了 18
个草莓大棚，安置了部分贫困户闲散劳力。2019年
他又帮助田秋红申请40万元项目扶贫专项基金，建
起了2000平方米的联动立体草莓大棚，在新增就业
的同时，当年收益的20%返还到村集体。

2019年，戴军利用驻村书记产业专项资金，经栾
川自然资源局选址批准，在 2组的 2亩废闲地上，投
资20万元，建了400平方米的厂房，并结合当地旅游、
餐饮、民宿的长远利好趋势，引进了一家餐具消毒公
司入驻，签订 10年协议，餐具消毒公司除一年回报村
集体 2.5 万元租金外，还安置了村里 10多个贫困户家
庭的留守妇女就业。

今年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年，戴军从村里的滞
销农产品上做好消费扶贫的文章。为了进一步增加贫
困户和村集体收入，疫情告一段落后，在村集体有限的
经济实力下，由村集体集中征集5亩流转土地，再免费分
给11家贫困户，所产出的农产品由戴军解决销路，为他们
直接实现增收7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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