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组织
开展以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五
零”平安村居创建成果为主题的反恐演
练活动。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杜力摄影报道

近日，新乡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打击跨境赌博
犯罪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有效提升群
众对跨境赌博危害的知晓率和打击跨境
赌博的参与度。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刘延玲 摄影报道

获嘉县公安局亢村派出所以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高度重视
年底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于近日联合
亢村镇政府，共同处理某工程项目部拖
欠农民工劳资纠纷。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马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刺骨严寒砺血性，厉
兵秣马正酣时，自新一届确山县
公安局党委成立以来，坚持把打
造“四个铁一般”公安队伍作为核
心，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公安厅、市
公安局党委大练兵要求，固化晨
练夜学制度，从思想上、学习上和
实战上全面提升公安队伍水平，
不断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

在县局党委的要求下，确山
县公安局以“晨练夜学提素质”活
动为契机，以练为战，把政治训练

贯穿全警实战大练兵始终，狠抓
日常养成，狠抓规范执法，狠抓警
务技能，全力打造一支能够冲得
上、打得赢的公安队伍。晨练中，
该局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自行集
中组织专业训练、体能队列等基
础技能训练，确保全局实战大练
兵取得实效。夜学中，内容主要
以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群众工
作、科技应用为主要内容，同时定
期开展理论知识普学普考，强化
民 警 、辅 警 理 论 基 础 和 业 务 基

础。该局通过几个月持续开展的
晨练夜学活动，全体民警、辅警把
晨练夜学培养成了一种习惯，全
局上下创先争优和“比学赶超”的
学习训练氛围已形成。

苦练精兵，匠心为民，该局上
下同心、务实创新、苦练本领，全面
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为维护
辖区安全和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用实际行动，兑
现向党和人民作出的承诺。

（马红宇 刘威）

确山县公安局 固化晨练夜学 锻造公安铁军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陈晓颖

大 型 活 动 安 保 ，实 现“ 零 事
故”。刘卫云牵头制订各类安全保
卫工作方案，圆满完成一系列安保
任务，提出的“单向控流”工作措施，
收到了明显成效，保障了全县大型
活动和人员聚集活动的安全。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到“三
清”。突出对重点人员、区域、场所
的精准防控，分解、细化本级任务清
单，做到“三明确”：即逐项明确具体
工作、明确责任人员。明确整改期
限，做到“三清”：即底数清、任务清、
结果清，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滚
动清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
实现“零距离”。将全县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六城联创”机

制建设，加大推进力度，全力做好协
调对接，适时督促建设进度，完善工
作建议。截至目前，全县该项工作
实现了智慧安防服务群众零距离。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实现“零
差错”。设立疫情联防固定观察
点，发展疫情观察员，实现村村有警、
路路有警、点点有警，全面实现了村
警疫情防控大联动，并组织各派出
所对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有效维护
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治安秩序。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工作，
实现“零失控”。通过安全大检查，
及时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
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防
范措施，切实做好民爆物品流向登
记工作，加大打击涉危涉爆等违法

犯罪力度。
打击跨境网络赌博和黄赌犯

罪，实现“零容忍”。2020 年 11 月 5
日凌晨，刘卫云带领民警 40 余人，
打掉善堂镇后寨村一个聚众赌博
窝点，当场查获参赌人员 60 人，刑
拘 11 人、取保候审 1 人，收缴赌资
近 40万元，扣押手机 60余部。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跨境网络
赌博违法犯罪力度，2020 年以来，
刘卫云共办理跨境赌博案件 46
起，共抓获跨境赌博犯罪嫌疑人
106 人，逮捕跨境赌博嫌疑人 36
人，打掉跨境赌博网站 7 个，打掉
跨境赌博跑分平台 10 个，有效地
打击了跨境赌博方面的犯罪行为，
净化了社会环境。

刘卫云
用“零”的标准守护平安

刘卫云现任浚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三级警
督警衔，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获个人嘉奖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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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县大众超市二店发票专用章
（编码：4111210011322）声明作废。
●杞县远征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营运证410221004848丢失，
声明作废。
●郏县亿通公司豫DC8135、R9
175、B8938 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425007662、410425007052、
410425006880声明作废。
●郏县豫通公司豫DH1527营运证
丢失，证号410425006814声明作废。
●安阳县蒋村镇西蒋村驰洋服
装加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0M
A40RMA3X4，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刘长昊（注册号：
411081628309747）不慎丢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邓州市少宾养殖种植专业合作
社，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慎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G410335193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知德律师事务所马光辉

的律师证（证号：14101201310

317324），证件流水号：107189

86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清香园食用菌商行营业执照

正本不慎丢失，注册号：41010

8600162852（1-1），声明作废。

●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B589 挂车辆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4011841，声明作废。

●杞县平城乡清晨双语幼儿园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20003140401，声明作废。

●息县龙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编码41152800

13781，声明作废。

●鲁山县香夫家纺店公章丢失，

编码4104230028807，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10日出生的邵宇

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4519，声明作废。

●嵩县鑫怡养鸡场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560024

9090，声明作废。

●2017年8月27日出生的冯雨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097408，声明作废。

●2010年4月25日出生的刘明

禹，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011962，声明作废。

●连秀强位于舞阳县东大街北

侧房屋所有权证丢失，证号

201200315，声明作废。

●2008 年 10 月 11 日出生的蒋

文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531093，声明作废。

●汝南县久盛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27

MA47JFQP5C）经股东会决议予

以解散，公司已成立清算组，成员

由股东组成，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张

东伟，联系电话：17530301518。

●淮滨县道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527MA3XGR

J980）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尹道林、李洪白、郑培才等

人组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

权，联系电话15237699382。

●通许县世卓木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2MA

479X6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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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县智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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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金太阳网吧经投

资人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伊川县吕寨天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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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2015年7月13日出生的陈安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79149，声明作废。

●2006 年 10 月 12 日出生的尹

家麟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1153171，声明作废。

●河南恒美商贸有限公司公章遗

失，编码4112210028803声明作废。

●枫叶豆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03053031012，声明作废。

征 婚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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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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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金森木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422000023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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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