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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打击跨境赌博宣传掀高潮

本报讯 近日，延津县公安局魏
邱派出所多措并举持续扎实开展打
击跨境赌博宣传行动。

该所组织辖区民警结合“一村一
警”工作，利用走访入户形式，向广大
群众讲解网络赌博危害的严重性，提
醒群众自觉抵制赴境外或网上参
赌。民警还通过“一村一警”平安村
微信群，经常向各村发送打击跨境赌
博视频、图片及宣传标语，切实提高
了辖区群众对跨境网络赌博手段的
知晓率。针对参与跨境网络赌博的
高危人群多是赌博成瘾的人的特点，该
所对曾被打击处理的赌博前科人员不
断进行重点走访、宣传、教育，宣传活动
受到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赵新鑫梁长顺）

王庆学、韩振青、河南中原物流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正泰纺织有限公司已将河南省新乡市牧

野区人民法院(2008)牧民二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和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新中民二终字第63号判

决确定的对王庆学、韩振青、河南中原物流有限公司的相

关权益，包括赔偿款785476.23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等债权，全部转让给许珍(身份

证号410702196306081048),请你们向许珍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给付义务。

特此通知

福州开发区正泰纺织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

受驻马店市泌阳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月28日10时在驻马店市
天中行酒店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房产：

1.位于郑州市金水东路88号（楷林iFC）1号楼25楼的
四间写字楼，总建筑面积667.67㎡，起拍参考价1万元/㎡；

2.位于郑州市经开区经南二路格林假日5号楼2单元9
号住房一套，建筑面积94.87㎡，起拍参考价7500元/㎡；

3.驻马店市泌阳县碧水江南第三期2号楼2单元502
房，建筑面积124.6㎡，起拍参考3200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月26日下午17时前持
身份证明及竞买保证金(1号标的壹佰万元，2、3号标各壹
拾万元）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卖不成交保证
金七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即日展示
报名地址：驻马店市凤凰城 11号楼 1单元 22 楼

2203室
报名电话：0396-3739669 13513869112
工商监督电话：0396-2810359

驻马店市映日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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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当 前 开 展 的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工作
中，卫辉市公安局城
郊派出所擦亮服务窗
口，提升服务群众工
作水平，问题一站式
解决，以实际行动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河南法制报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邢露文 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中，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近日，新乡
市公安局凤泉分局开
展安全检查活动，同时
宣传防范跨境赌博、防
范电信诈骗等常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 齐海霞 摄
影报道

为深入贯彻学
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封丘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近日走上街头，在开
展“平安守护”交通安
全宣传的同时，向城
管人员及居民群众讲
解跨境网络赌博的危
害。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本报漯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华 通讯
员 宋燕澎）俗话说：流多少汗，吃多少饭。但
是有些人好逸恶劳，不想“流汗”，就想吃饭，往
往就会走上以身试法的道路，这不就有一对

“母子大盗”，被临颍县公安局杜曲派出所民
警抓获。

1月1日下午，该所值班民警宋燕澎接到
河董村村民张某报警，称其放在家门口的8根
红椿木于前天晚上被盗。

接警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现场，调取了
案发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虽然有一公共视
频，但视频模糊不清。民警通过对视频多次
回放，看到两个模糊身影总有一种很熟悉的
感觉，仔细回访后，发现其中一名身材瘦小的
犯罪嫌疑人像是一名短发妇女，和此前处理
的一起盗窃树木案件的嫌疑人韩某母子十分
相似。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宋燕澎和辅警张豪
等人便衣前往韩某家附近进行秘密侦查，通过
门缝发现韩某家门口和院子里存放有大量树
木，其中有些树木和前天晚上报案人被盗的非
常相似，这些树木属于红椿木，最大的直径有
30多厘米。

民警通知报案人对其被盗的树木进行了
辨认，确定了韩某母子盗窃树木的事实后，便
在韩某家门口蹲点守候。经过 5个多小时的
等待，韩某母子回到家中，刚打开大门，就被
民警一举抓获，在韩某家查获大量树木有杨
树、红椿木、榆木，最大的树木直径有三四十
厘米。

经讯问，韩某与其母亲田某对其在 2020
年 12月 27日及 28日连续 3次盗窃树木的行
为供认不讳，其中晚上作案两起，白天作案一
起。平时路边及村口都摆放了不少原木，无
人看管，韩某及田某趁晚上无人时，利用群众
疏于防范的心理，用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将原
木一点一点偷偷运往家中。没想到盗窃的树
木还没来得及销赃，再次被杜曲派出所民警
查获。这三次盗窃的树木价值 2000多元，其
中有两个失主直到派出所民警找到他们才知
道自己的树木被盗。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没钱就去偷树木？

好逸恶劳
母子盗窃树木被抓

●缴款人李庆楠（诉）于2019年
11月15日在新郑市人民法院缴
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1046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402964的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第一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恒洁新能源有限公司发
票章不慎丢失，编码：4111200
33897，声明作废。
●豫西监狱赵学军，警官证遗
失，证号4127053身份证号4103
03196306261537声明作废。
●临颍县森之垚木业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编号：41112
20034347，声明作废。
●新蔡县善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729M
A46TL4G1K）遗失，声明作废。

●李君一，南阳医专高等专科学

校临床医学毕业证遗失，（证号：

41072519940913979X，学 号 ：

137811410202051，声明作废。

●李君一，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口腔医学专业，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证书，资格证书编码：

20184122041072519940913979

X，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李君一，新郑市龙湖镇卫生院

新郑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师执

业证书，证件编码：220410184

000290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0 年 6 月 4 日出生的方沐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456288，声明作废。

●2017年8月10日出生的张烨

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895842，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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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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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龙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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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阳县慧心电子有限公司，
不慎将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特此公告。
●商丘盛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编码4114210024822）、
财务专用章（编码41142100248
23）、法人章（编码41142100248
24）丢失，声明作废。
●汝州市馨苑置业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编码4104820014518，声明作废。
●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何晨、李全泰两名同志长期旷工，严
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员工奖惩暂行规定的通
知》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及与我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规定，我公
司决定于2021年1月7日起与以上
两人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柴海荣遗失安阳建业城市发展
有限公司开具的建业世和府2-1-
601和10-2-1801房款收据，票
号 1932012，金额10000元；票号
1931949，金额303460元，声明作废。
●2013年2月14日出生的赵穗
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386283，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26日出生的王欣
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085290，声明作废。
●2016年6月14日出生的周欣
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086726，声明作废。
●2020年10月8日出生的罗蒙
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909623，声明作废。
●宝丰县水岸雅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
91410421317316644H，声明作废。

●2011 年 10 月 23 日出生的韩

源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L411333439，声明作废。

●2019 年 6 月 25 日出生的晏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595390，声明作废。

●2014年5月11日出生的赵若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42627，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浩源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豫DS365挂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423016221，声明作废。

●肖源（临颍县）五金建材销售

经营部公章丢失，编号 41112

2040300，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0日出生的王晨

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554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2015年5月31日
报警人葛春宏于河
南省信阳市商城县
木头河村烟巴头组
自家门口香樟树下
捡到一名男婴，取名葛振宇。望
婴儿父母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儿童福利院
认领，逾期将视为社会弃婴依法
安置。联系电话：0376-7951778

寻亲公告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审核，舞

阳县姜店乡金阳光幼儿园准予

成立，统一代码52411121MJY6

70021T，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