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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法典 判决跨国离婚案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张杰 宁晓波 通讯员 孔杨
华/文图）“请将您的爱车加把
锁，以防丢失！”近日，在郑州
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南阳路派
出所辖区海滩寺地铁站出入
口附近，不少群众发现自己没
上锁的电动自行车上多了这样
一张提示条（如右上图）。这是
南阳路派出所社区民警想方
设法“降发案”的举措之一。

因为地铁口人流量庞
大，加上一些地铁口外围正
在修建路面，公共视频设施
不到位等因素，一段时间以
来，海滩寺地铁口周边电动

车被盗、电瓶被盗等侵财类
警情一直居高不下，严重侵
害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
净化地铁口周边治安环境，
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坚
决打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
盗窃电动自行车和电瓶等违
法犯罪，该所代理所长胡晓
方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相关工作，提出了以
防为先、打防并举、降发案、
抓现行的整体工作思路，并
率先垂范，带领社区民警、巡
逻民警、打击小组民警在地
铁口以武装巡逻防范、便衣
巡逻打击、张贴防盗提示条

等方式，强化地铁口周边安
全防范。

社区民警张新奎带领网
格辅警、巡防队员，每天早晚
上下班高峰期加强地铁口周
边巡逻防范和安全检查，对
电动自行车没有上锁、车钥
匙没有拔掉的现象，及时张
贴防盗提示条进行提示，收
到了良好效果。

据了解，近段时间，该所
依法抓获 3名盗窃电动自行
车嫌疑人，破获 12 起盗窃电
动自行车、电瓶案件。

电动自行车上多个提示条

驻马店篇驻马店篇

走近交警走进基层
美丽乡村行系列报道之

张元元的“三把火”

正阳的高油酸花生是“鲁花”花生油的主要原材
料，这让驻马店成为新兴的“国际农都”。正阳花生

“出名”后，国家相关部委领导的视察活动，还有外商
的考查活动，开始频繁起来。2019年 5月 1日，一支
快速机动处理城区和干线交通拥堵、辅助交通引导
的新“铁骑”队伍应运而生。在挑选这支队伍的主将
时，连续多年在全县民警中绩效考核位居前三的张
元元顺利入选。

2011 年从警后，从基层派出所、县公安局督查
室到交警大队，张元元从一个青涩少年，历练成为持
重沉稳、独当一面的得力干将，交警大队大队长付建
林出于长远规划，将负责城区交通秩序的两个路面
中队150余人，合并交由张元元统一调度指挥。张元
元一到任，就点起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奖优罚劣，落到实处。张元元以新制
度对日常值班和备勤情况进行综合考评，比如脱岗
一次扣50元、警容不规范扣50元，注入“奖池”，对表
现优秀者给予200元的奖励，集体评议，公开透明，能
奖励多少人就奖励多少人。

第二把火：勤于练兵，精益求精。每周周一、周
三、周五早岗之前，“铁骑”队伍全员集合出操，进行
严格训练；优中选优，挑选综合素质过硬的队员，定
期轮流训练骑行技能，动态选拔综合素质优秀的人
员进入“铁骑”特别小组、执行复杂和高强度任务。
近一年来，因为业务训练高频次、高强度、高标准推
进，全体队员人人业精技强，个个都成了业务能手。

第三把火：瞄准难点，疏导保通。由于历史等多
方面原因，正阳县城没有一条具备“外环”功能的道
路。大批过境货车直接从穿越城区的国道、省道上经
过，车流量巨大。张元元率领队员，穿梭于这些路面
和点段之间，强盯死守、重点管控、分类限行、科学调
度，以最大的努力，让城区的交通秩序得到好转。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聂学强 实习生 潘雅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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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张棣陈攀）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运用民法
典顺利审结了一起涉外婚姻
离婚纠纷案件，这在许昌市法
院系统属首次。1月18日，收
到离婚判决书的方女士在电
话中对该院半截河法庭庭长
司忠信再三表示感谢。

原告方女士是许昌人，
2010年与韩国人李先生登记
结婚。结婚一年后，李先生离
开中国回到韩国生活。后方
女士赴韩国与李先生共同生
活。双方因文化差异，生活方
式不同及经济问题经常产生
矛盾，方女士回到中国。此后
双方长期分居。方女士两次

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婚姻关
系，均因无法向被告送达开庭
传票撤回起诉。 2020 年 10
月，方女士再次起诉。

法官司忠信仔细研究案
情，确认双方感情已破裂。但
诉讼文书送达是一个难题。依
据有关规定，涉外送达诉讼文
书需委托最高法，司法部，我国
使、领馆，十分复杂。司忠信查
阅最高法相关规定后，又通过
该院法律共同体微信群，和一
名有涉外法律经验的律师取
得联系，查询韩国相关法律条
文，确定了韩国法律允许邮寄
送达诉讼文书后，该案诉讼文
书遂以邮寄方式送达，并在两
个月后收到妥投回执。开庭当

天因李先生未到席，法庭依法
缺席审理。

魏都区法院根据方女士
所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多次
起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且双
方分居存续期间为民法典生效
前后，认为该案适用民法典第
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四）
项，最终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分
居两年以上，被告又一直无法
联系，双方婚姻名存实亡，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勉强维系婚
姻关系对双方均无益处，且无
子女、婚后共同财产，法院及
时判决准予离婚，减少双方当
事人的讼累和精神痛苦。”司
忠信介绍说。

声明公告 ●洛阳怡山渣土清运有限公司

豫 CN9576 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327006284，声明作废。

●新蔡县田野风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注册号 4117290000031

40）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 偃师市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审核，偃

师市神鹰救援大队准予成立，

统一代码：52410381MJY67366

0E，特此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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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县莲花镇益智幼儿园准予成

立，统一代码 52411121MJY67

3775R，特此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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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身份证号码：410423196
610290018），执业药师注册证
（注册证编号：412219040789，资
格证书号：ZZ0034226）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平舆县旭晟皮革制品有限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丢 失 ，编 码
4128270010931，声明作废。
●泌阳县汇财种猪养殖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编码 4128220006
828，声明作废。
●洛阳市吉利区鸿跃绿化队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306630061690，声明作废。
●2013年3月20日出生的李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296657，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鸿运实业有限公司
豫QF8267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1727014261，声明作废。

●河南同一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MA3XE769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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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元

人民币减少到2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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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9月22日出生的林雨
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703438，声明作废。
●2019 年 5 月 6 日出生的段雅
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576172，声明作废。
●2009年4月15日出生的吕子
洲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I411411458，声明作废。
●2020年8月13日出生的刘雨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451878，声明作废。
●201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的董
雨檬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224086，声明作废。
●2016年8月31日出生的周梓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33282，声明作废。
●2017 年 9 月 2 日出生的李柄
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74252，声明作废。

●信阳市春燃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豫（2017）潢

川县不动产权第0000137号 ，该

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500054717269M）以及

公章不慎遗失。信阳市春然石油

有限责任公司潢川付店道龙加油

站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26MA47UBA75C）、公章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河南省太锅锅炉制造有限公

司合同专用章（编号：41162700

1590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许展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O411825489丢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河南商都律师事务所窦培佳
专职律师证丢失，执业证号：
14101201310843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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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浙豫第三幼儿园，单位证号:
52410329MJY67353X9，法定代
表人：曹伟，地址：伊川县伊龙大
道中原小区内10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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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鸦
岭镇爱上幼儿园分园，单位证
号 ：52410329MJY6734923，法
定代表人：王文勇，地址：伊川
县鸦岭镇亓岭村南新四街1号。

●西华县森源新茂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公章遗失，编号：411

6220016842，声明作废。

●潘向阳，人民警察证于2021

年1月8日遗失，证号：100709，

现声明作废。

●2018年9月5日出生的刘少

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47766，声明作废。

●太康县板桥镇实验小学公章丢

失，编号411627002283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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