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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1月 10
日10时许，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齐先生一
行两人来到郑州铁路公安处兰考南站派出所，
对民警连声感谢，并送上一幅写有“破案神速、
人民卫士”字样的锦旗。

1月 4日上午，一名男子急匆匆地来到兰
考南站派出所公安值班室向民警求助：“警察
同志，我妻子上车后发现挎包不见了，可能忘
在车站座椅上了，您能不能帮忙找一下。”接到
群众的求助，值班民警高翔、郝晓阳马上了解
情况，开展工作。经男子描述，其妻赵女士挎
包为YSL牌，包里有手机和LV钱包及银行卡
数张，仅物品价值就3万多元。民警立即将事
情向所领导汇报。派出所迅速成立工作小组，
开展丢失物品查找工作。

通过视频调查，民警还原了失主进站候车
的全过程。在锁定物品丢失地点后，民警对周
边人员逐一排查，之后在人群中锁定一名可疑
人员。监控显示，一白衣女子在失主离开后，
发现了座椅上的挎包，她在周围徘徊了几分钟
后，快速走到座位前，抓起挎包塞进了自己的
行李包，环顾四周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座位。
锁定了人员，民警立即核查，发现白衣女子叫
李某英，一行两人，已乘高铁前往新郑机场
了。经与郑州铁路公安处新郑机场站派出所
联系，民警了解到李某英已购买了机票，飞机
即将起飞，协查工作已无法开展。

该所副所长王锋槟当即决定，立即与新疆
警方联系，寻求警务合作。一个双管齐下的工
作计划产生了。一方面，民警积极与李某英的
户籍地公安机关联系，摸清两人的基本情况和
社会关系，拟寻求当地公安机关协查。另一方
面，立即向航班抵达地的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
机场公安发出协查函，请求对方在机场对李某
英二人开展协查。在派出所的协调下，乌鲁木
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公安当日顺利找到李某英，
并查获挎包。得知挎包已找到，失主连声道
谢，此时已是深夜了。

在民警努力下，赵女士价值 3万多元的物
品，在跑遍大半个中国后终于回到了手中。为
表感谢，1 月 10 日，齐先生专程登门，送上锦
旗，暖暖鱼水情，温暖警民心。

殷殷鱼水情 拳拳警民心
警民同心 12小时找回失联女孩

▲1月8日，临颍县圆缘园幼儿园师生代表来到临颍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和交警们一起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小朋友们向交警叔叔送上手绘“我和警察”图画
以及鲜花和节日祝福。
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华 通讯员殷广华 曹娟 摄影报道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牧野分局
卫北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大杨树幼儿
园，与小朋友一起共度首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小朋友为民警送上自制贺
卡，表达节日祝福。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郑金明 摄影报道

千里追回丢失物品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段华峰）1
月5日，一名15岁女孩失联的消
息在渑池人的朋友圈被广泛转
发，牵动着全县人民的心。渑池
县公安局践行“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急群众所急，紧
急出动，联合合成作战中心、网
监大队、仰韶派出所等多警种协
同作战，并动用无人机及警犬全
面开展搜索工作，经过 12 个小
时的多方寻找，终于找回失联女
孩，转危为安。

1 月 5 日 6 时 30 分许，渑池
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曹女士
报警电话，称她 15 岁女儿留下
欲轻生的一条留言后失踪。在
电话里，心急如焚的曹女士情绪

激动，泣不成声。
接警后，合成作战中心主任

张毅峰即刻安排视频员查看监
控，搜寻女孩失踪轨迹。同时联
合仰韶派出所、网监大队等多部
门开展搜索工作。经了解，曹某
的女儿今年 15 岁，因学习压力
大，生活不顺心，感到厌世并欲
轻生，5日早上留言后就关掉了
手机。

张毅峰等人围绕该女孩出
走现场开展排查，通过调查，确
定其往西方出走，但顺其追寻，
却依然没有发现女孩踪迹。曹
某家人心急如焚，发动了数十名
亲友参与寻找。他们又通过转
发朋友圈，求助社会帮忙寻找女
孩下落。张毅峰一边与家属沟

通，稳定他们的情绪，一边加大
工作力度，请求市公安局合成作
战中心、网监等部门支持配合工
作，并动用无人机和警犬参与搜
索。

忙碌了一上午无果，民警和
女孩家属再次充分沟通后，遂将
女孩失联时间向前推两小时，终
于发现女孩出走轨迹，确定其在
乔岭某一小区内。因小区大、楼
房多，民警带着警犬逐楼逐户搜
索，并分散打听询问小区住户，
终于在当日 18时许找到失联女
孩。见女孩身体安然无恙，其家
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对搜救民
警表示衷心的感谢。看到女孩
平安回到父母身边，悬在民警心
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祁岩，周口市淮阳县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警号174373，

警官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项城市康德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091001630401，声明作废。

●新乡市公安局民警牛琪歌，

警官证不慎遗失，警号：033932，

声明作废。

●因本人保管不善，将河房权证

台私字第20120213号房产证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

作废。 声明人：刘秋莲

●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夏邑

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丢失，编码

4114260015431，声明作废。

●临颍县大屈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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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卢氏县顺德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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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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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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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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正衡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983611
025，于2019年12月停产，现声明
自登报之日起，如市场上出现以
本公司名义生产的产品，本公司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海华，原名海丽，于1992年9月
至1994年6月在河南财经学院学
习，并于1994年6月毕业，毕业
证编号：9400050，成高教字：9457
739，现毕业证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网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号为9141
0526MA47NYN05F声明作废。
●2009年11月6日出生的马晴
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792708，声明作废。
●2016 年 8 月 20 日出生的赵
梓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97777，声明作废。
●邓州市锦桥纸制品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八淘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408733853XF）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2000万元人民币减

少到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河南宏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628MA453QF1

XX）经股东决定，拟将原注册资本

伍佰万圆整减少为壹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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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尸公告
● 2020 年 12 月
26 日 18 时 30 分
许，许广高速襄
城县段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致一人
死亡。死者男，
上身着黑色棉衣
外 套（BLUE.G）
内 着 天 蓝 色 外
套，迷彩色短袖。下身着黑色
长裤。黑发、发长约 3cm。尸
体严重毁损且未发现可以证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知其身份
者请与警方联系。联系人：孟
警官 电话：18637460771

●郑州市金水区奋发电动车商行
统一代码92410105MA46PJ227F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图强电动车商行
统一代码：92410105MA46PJ1
71C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元辰置业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编号:4116220009447，编
号：4116220011269，声明作废。
●漯河北徐润泽商砼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4111220031145）
遗失，声明作废。
●2017 年 7 月 24 日出生的杨
福聪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2176973，声明作废。
●洛阳市德旺商贸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31000673501，声明作废。
●尉氏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
队崔志伟，警官证不慎丢失，
警号113477，声明作废。

●禹州市德意轩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81000072234，声明作废。
●沈丘县白集镇刘楼行政村金
融扶贫服务部公章丢失，编号
4116240011276，声明作废。
●王厚杰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鑫
苑路18号鑫苑名家鑫河园17号
楼东1单元26号房产证丢失，证
号：0501028200，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0日出生的徐瑞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13845，声明作废。
●2018年1月19日出生的杜雨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04498，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匠匠面包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遗失，许可证编号
JY24101030151452，声明作废。
●2020 年 10 月 10 日出生的孙
若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77432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