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明公告
●崔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0915994丢失，声明作废。

●徐妤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U410025985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王志林

律师证丢失，证号14103200610

242773，声明作废。

●刘海斌（身份证号：41052219

7910242855）不慎遗失购车发

票一张，发票号码：00875922；

车 架 号 码 ：LSVN54BR4LN

169968，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虞城县鑫豪工量具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MA470W9N36，声明作废。
●虞城县崇海商砼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MA46DYKR1C，声明作废。
● 成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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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关街道安朵蓝幼儿园，单位
证 号:52410329MJY665441H，
法定代表人:万姣姣，地址:伊川
县城关街道圆方御明苑小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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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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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任阳龙，母亲：任笑兰，遗

失儿子任润泽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10221832号）声明作废。

●商丘凡聚商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俊律师事务所律师梁生

伟律师执业证丢失，执业证号

14104200910810086，声明作废。

●河南应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建

伟律师执业证丢失，执业证号：

14104199110235214，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22日出生的邢璐

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383761，声明作废。

●李涛，男，驾驶证不慎丢失，
驾驶证号：411282197903094
058特此声明。
●2012年9月7日出生的程若曦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473630，声明作废。
●2020年1月12日出生的王偌德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U410719055，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8日出生的宋博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147750，声明作废。
●舞钢区教育体育局位于舞钢
市垭口温州路南段西（第1栋）
不动产权证丢失，证号22419，
声明作废。

●因体制改革伊川县蛟龙救

援队业务主管单位由伊川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变更为伊川县

应急服务中心（证号 52410329

MJF93079XX）。法定代表人

由董兆会变更为杜志伟，伊川

县蛟龙救援队地址：伊川县伊

滨化工小区东楼1单元1楼。

●开封市旷世琥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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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交通快捷宾

馆，投资人：海波，住所地：开封

市郑汴路，注册号41020420000

0927，公告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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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旗背后有故事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聂学强

开封篇开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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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已
经连续摘取3届“全国优秀县级车管所”
桂冠。近日，河南法制报记者在该所服
务大厅看到了群众送来的一面面锦旗，
于是探访锦旗背后的故事。

“爱岗敬业、全力救助”锦旗。2018
年 2月15日上午，车管所执勤人员朱娜、
孔亚方、田文倩、代盈盈、张晓琳在中山
街与裕禄大道交叉口巡逻时，发现一位
老人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他们
立即拨打了120电话，并把电动自行车推
到路边锁好。在等待急救车辆时，他们
询问老人是否有心脏病史、带没带药等，
老人指了指自己的上衣口袋。他们从老
人的口袋中找到速效救心丸让老人服
下，并与老人的子女取得了联系。几分
钟后，120 急救车来到。老人病愈出院
后，子女们送来了锦旗。

“办事神速、为民解忧”锦旗。2019
年1月16日，来自省外的刘先生到兰考
县车管所办理上牌业务途中，不慎将提
档过户的全套手续丢失。按照“重大疑
难问题所长办”的工作惯例，工作人员
将这一业务交给了所长李海棠。李海
棠考虑到刘先生是外省人，如果再返回
原地补办系列手续又要多跑腿，就立即
向上级部门请示，寻找解决办法，最终
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办理了业务。一
年后，刘先生路过兰考时送来了锦旗。

“拾金不昧、品德高尚”锦旗。2020
年5月18 日下午临近下班时，李海棠送
走最后一名群众在大厅巡查时，发现等
待区座椅上有一个黑色的男式手包，包
内有大量现金及多张银行卡，却没有失
主的身份证件。李海棠立即安排同事
赵元调取监控比对照片。原来是一位
张姓男士在办理业务时将包遗忘在座
椅上。他们电话通知到这位张姓失主
时，他竟然还不知道包已经丢了。次
日，张先生来到车管所送上了锦旗。

客运企业名称
唐河县第一汽车运输公司
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鹤壁市远通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
洛阳交通运输集团客运有限公

司嵩县分公司
兰考县万通公交有限公司

许昌万里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内黄县通泰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宏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第八分公司

货运企业名称
浚县长运物流有限公司
林州市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安阳路源运输有限公司
温县瑞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焦作市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驰宇运输有限公司
商丘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安阳欣畅运输有限公司
林州市源通汽贸运输有限公司
武陟县华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周口市盛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案例一：未按规定让行
4 月 3 日 6 时许，张某强驾驶鲁

H65××3号重型自卸货车沿341国道
行至安阳市文峰区汪流屯村路口时
未按规定让行，与汪某东驾驶的小型
面包车，张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汪某
飞、孙某平分别驾驶的电动自行车，
李某霞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相撞，
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5辆车损坏。

案例二：酒后驾驶
1 月 1 日 2 时许，赵某春醉酒驾

驶豫 GG6××8 号小型普通客车，沿
封丘县黄河大堤李庄镇段行至 197
公里+714 米处，与相对方向娄某兰
驾驶的重型普通货车相撞，造成赵
某春及小型普通客车乘车人赵某
男、赵某雅死亡，4 人受伤，车辆损
坏。

案例三 ：逆行
11 月 20 日 5 时许，谢某松驾驶

皖KQ3××2号货车在淮滨县张庄乡
220国道梧桐村路段，逆行驶入对向
车道撞到送葬出殡的行人，造成9人
死亡、4人受伤。

案例四 ：无证驾驶
11 月 27 日 17 时许，王某卓无证

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沿三

门峡市银昌路行驶至旧货市场东
200米处，刹车侧滑撞住行人致抢救
无效死亡。案发后，高某曦载王某
卓驾驶该摩托车逃离事故现场。

案例五：违反交通信号
9月 19日 7时许，要某军驾驶豫

EZ5 ×× 6 号 重 型 半 挂 牵 引 车/豫
E6××5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沿 341
国道行驶至安阳县白璧镇岗上村口
路段，未按红灯信号指示停车，撞向
正在等信号灯的一辆小型轿车及一
辆小型普通客车，后该重型半挂牵
引车又冲出道路北侧护栏，撞到路
旁房屋，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3车
损坏、道路护栏及房屋受损。

案例六：超速行驶
7月 15日 21时许，刘某申（同乘

车者还有 4 人）驾驶豫 F69××5 五菱
牌小型面包车，沿鹤淇大道超速行
驶，至鹤淇大道与金沙江路交叉口
左转弯时，与豫F56××9长城牌轻型
货车发生碰撞，造成4人死亡、2人受
伤、两车受损。

案例七：追尾
3 月 17 日 16 时许，孙某飞醉酒

驾驶豫 BFQ××3 号小型普通客车，
沿尉氏县道永刘线县道行至南曹乡

荣村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电动自
行车追尾，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刘某丽及乘车人周某莹、周某轩当
场死亡。

案例八：违法超车
7 月 22 日 11 时许，李某营驾驶

豫 N60××K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
ND××1 挂号重型自卸货半挂车，沿
325 省道行至长葛市夹岗村东路段
时违法超车，与沈某荣驾驶的小型
普通客车迎面相撞，造成1人死亡、1
人受伤、两车受损。

案例九 ：未减速通过
3 月 9 日 14 时许，程胜强驾驶

豫 KRW××3 号轻型普通货车，沿
鄢陵县泰山路行至东外环与泰山
路交叉口路段时，未减速通过，与
袁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碰撞，造成
1 人死亡。

案例十 ：违法变更车道
7月 4日 10时许，徐某立驾驶豫

CQ7 ×× 7 号 重 型 半 挂 牵 引 车/豫
CU××5 挂重型罐式半挂车，沿 207
国道行至洛阳市吉利区公路局清庄
道班门前处，向右变更车道时与同
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张某义死亡。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聂学强 通讯员 杨依璐

为警示提醒相关企业、驾驶人加强隐患问题
排查治理，近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组织对2020年
1月至12月全省客货运企业占用应急车道行驶、驾

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分析，梳理出重点交通违
法未处理数量较多的企业，并发布典型交通事故。

高危风险企业高危风险企业

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高危风险企业”“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