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刘震 通讯员丁清
凌）靳志刚，男，汉族，1983年10月
出生，本科学历。自2006年进入南
阳市卧龙区法院后，先后在法警队
和执行局工作。在全国法院切实
解决执行难的工作中，2020 年，靳
志刚共计收案381件，执结342件，
结案率达到89.7%。他连续多年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办案标兵，在
2018年9月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执行无小事，真诚化纠纷。

在工作中，靳志刚善于听取当事
人意见请求，将生硬的法律条款，
化成百姓听得懂的生活语言，对
当事人进行案件分析，使当事人
坦然接受，心服口服。在执行魏
某和皮某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
魏某享有对未成年子女的探视
权，也承担支付未成年子女抚养
费的义务，但魏某和皮某未在同
一城市生活，魏某探视往往不能
实现，不愿支付抚养费。靳志刚
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对

双方当事人进行劝说，双方当事
人最终化解矛盾，协商结案。

2020 年 7 月 2 日 7 时多，靳志
刚接到新乡市公安局南桥分局的
电话，称被执行人王某在新乡一
宾馆被民警发现。接到通知后，
靳志刚立即和同事驱车赶往新乡
市，对被执行人王某进行拘传。当
日要返回南阳，靳志刚连午饭都来
不及吃，下午5时许才在路边吃了
碗烩面。当晚 8 时许，涉及王某
的两起执行案件圆满执结。

1月10日，获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范玉东，副县长王庆军到菏宝高速获
嘉站疫情检查服务站实地查看疫情防
控工作，并为民警们送去慰问品。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马妍 摄影报道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
警”教育整顿，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旅馆，开展夜间旅馆实名登记检查。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杜力 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快反处置队以
教育整顿为动力，向过往群众宣讲防范
非法集资知识，提醒群众投资要理性。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自己仅仅是丢失了
一只爱犬，没想到两位民警却一
直牵挂在心，并帮忙找回。2020
年 12 月 28 日，找回爱犬的王先
生带着一面锦旗，赶到安阳市
公安局殷都分局北蒙派出所，
对民警赵华合、史运国表达由
衷的感激之情。

2020 年 10 月，民警赵华合、
史运国接群众王先生报警称：自
己家养了半年多的爱犬丢了。
由于该犬乖巧听话，王先生视为

家人一般，现在突然丢失，心里
十分难过。王先生和爱人找了
3 天都没有一点线索，后便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向民警求助。

接警后，民警开始着手调查
事情的前因后果，并查看了王
先生爱犬的照片、调取了相关
视频。从视频中，民警发现王
先生的爱犬独自走出院子后，
朝西边方向走了，于是便沿着
路边门店一家挨着一家进行走
访。一番忙碌之后，仍没有结

果。王先生内心找回爱犬的希
望，也越来越渺茫。但民警赵
华 合 、史 运 国 并 没 有 放 弃 ，一
边走访社区群众了解民情，一
边留意王先生的爱犬。两个月
后的一天，两位民警走访时发现
一处院子里有只牧羊犬跟王先
生的爱犬特别相像。经确认，该
牧羊犬正是王先生的爱犬。原来，
一名群众捡到了王先生的爱犬，因
看到该犬品质不错，就一直养在
了自家院子里。 （曲如彦）

本报讯 为增强宣传效果，增
强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保
障人民群众平安回家欢度新春佳
节，进入2021年以来，方城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强化措施，深化交通安
全宣传，为新一年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工作起好头、奠好基。

预警提示零延迟。该大队针
对近期恶劣天气多发的形势，积
极与气象部门联系，掌握整理，借
助微信、微博、客货运企业群等，
及时发布道路通行信息、道路气

象信息，提示引导驾驶人合理选
择出行方式、时间和路线。遇有
冰雪、雾霾等恶劣天气，该大队在
第一时间多渠道向社会和驾驶人
进行预警提示，有针对性地宣传
安全行车常识和应急处置方法。

安全教育入人心。该大队以
微博、微信和新闻媒体为载体，全
方位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和安全常
识，曝光典型交通违法行为，普及
安全行车知识，不断增强广大交
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见面教育严防重大事故。
该大队组织民警深入客货运企
业和大型生产运输企业，为企业
安全管理人员、驾驶人送上一场
场交通安全课，为平安春运的良
好 开 局 营 造 了 浓 厚 的 宣 传 氛
围。自 1 月份以来，该大队组织
民警走进辖区企业开展交通安
全宣讲活动 6 场次，活动中，民
警准备文、图、视频素材，以贴近
生活的典型案例，切实增强了宣
传教育效果。 （姚文武）

HENAN LEGAL DAILY

责任编辑 李 艳
美编 李茹 校对 刘任晓 法治广角

20212021//0101//1414

15

民警找回爱犬 群众锦旗致谢

方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强化措施 深化交通安全宣传

靳志刚：让
在执行 闪光

●今我司有两台集瑞联合重工生

产的渣土车LVMZ3N9C3HB30

2160底盘合格证(印制号001549

1)、LVMZ3N9C5HB302161底盘

合格证(印制号0015490)以上两

台车的底盘合格证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航空港区鸿富港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今我司有两台集瑞联合重工

生产的渣土车LVMZ3N9C8H

B302090 车辆环保清单丢失，

LVMZ3N9C4JB450002 整车合

格证（印制编号0028445）、底盘合

格证（印制编号0016898）、机动车

统一销售发票（号码00433864）、

环保清单等证件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一达民安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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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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修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934116280906054673声明作废。

●河南星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公章编号：410

1055332897，声明作废。

●郑州晓华园艺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410105

000685304）丢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原件丢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原件丢失，现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4日出生的宋雨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50242，声明作废。

●2020年4月24日出生的宋雨

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294237，声明作废。

●河南黄淮集团传流店粮油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编码41152600

03371，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4日出生的王徐

子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47671，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9日出生的刘梓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72793，声明作废。

●郑州志鹏铝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0106MA9FNY363K，声明作废。

●郑州金地荣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给马爱勤购房票

据丢失，收据编号 3004805，金

额343124元，维修基金收款单

据 丢 失 ，编 号 3004700，金 额

7692元，声明作废。

●孟津县花王花鲜花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26

00106851，声明作废。

●临颍县万兴运输有限公司地

址由临颍县城东经济开发区

329省道南侧200米变更为：河

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台陈镇祁庄

村委会南100米路西，特此声明。

●登封市康乐医院连锁有限公

司惠发大药房公章丢失，编号

4101850051483，声明作废。

●2008年9月26日出生的武富

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686817，声明作废。

●鹿邑县华顺公司房屋拆迁有限

公司豫PF2757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1628017621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

宋卫勇、徐利平(债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的规定，我们三人与宋银成

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们

对你的所享有债权共计叁拾万元

依法转让给宋银成。与此转让债

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

书后向宋银成履行全部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

书面同意不得撤销。专此通知!

袁金英、宋巧玲、李振忠

2021年1月14日

●洛阳迪丰农机有限公司增值

税普通发票遗失，发票代码：410

0161320，发票号码：15912797-

15912800，15984942-15984999，

15985000-15985300，15986322

-15986371均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服装绣品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2726120

0099，声明作废。

●临颍县阔利木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遗失，编号：41112200

42057，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精都道路救援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代码：91411503MA4487Y

L9M，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大风车童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

11503MA41DDRX37，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精都道路救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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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