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年来，他默默坚守在社区这
个最基层的工作岗位上，管百家
事，操千家心，用真诚和热心，温暖
着身边的每个人；用辛劳和汗水，
换来了居民的信任；用坚毅和激
情，感动着一条条街巷。他，就是
商丘市公安局刘口派出所三街警
务室民警赵西平。

“有事儿就找赵警官！他不仅
是一名好警察，也是我们的好朋
友。”这是辖区群众对赵西平的评
价。这句话的背后，是赵西平的艰
辛与汗水。

赵西平从刚开始对社区情况
不熟悉，到现在对每户人家的情况
了然于胸，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了解居民的“诉求”，倾听他们
的“心声”，解决他们的“麻烦”，赵
西平始终将群众的大事小事、安危
冷暖放在心里。

南会馆村村民余某离异后独

自带着俩孩子生活，有一次因酒驾
被刑拘，家里留下十几岁的孩子没
人照顾。赵西平得知情况后，第二
天就带着米、油和一些生活用品来
到余某家里。派出所工作忙的时
候，他就给刘口镇南会馆村村支书
丁霞打电话，询问两个孩子的饭吃
得咋样，晚上睡觉害怕不害怕。

因余某是初次犯罪，且社会危
害性较小，赵西平又到政法部门说
明情况，最终余某被从轻处罚。

对于辖区各类矛盾纠纷，赵西
平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三、二、
一”工作法——“三见面、两汇报、
一回访”。“三见面”即与矛盾纠纷
双方当事人见面、与村民小组组长
见面、与近邻见面，掌握基本情况，
便于矛盾调解；“两汇报”即向村委
会主任和派出所所长汇报，争取村
领导班子支持，共同开展调解工
作；“一回访”即在矛盾纠纷调处

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
双方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征求意
见建议，评判该问题是否存在治安
隐患和社会危害。

“一个小片警，在社区几乎天
天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维护社
区治安，他像刑警一样抓坏人；下
水道不通，他像市政人员一样去检
查疏通。总之，他就是一个样样都
管的‘管家婆’。”这是辖区群众对
赵西平的评价。

最近，赵西平因病住院了，即
使在病床上，他也不断接到社区居
民咨询办事的电话。他一边解释
一边联系同事帮忙办理。

有不少人问过赵西平：“你都
快 50岁的人了，干了这么多年，一
直都是个民警，这么认真图什么？”

他说：“这是对待工作的一种
态度。如果非要说图什么，那应
该是图得到群众的认可。”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跨境
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切实增强辖区内群众的防范
意识，近期，南乐县公安局近
德固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
对打击跨境赌博工作进行
了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切
实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参与
率，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
据悉，该所积极组织民警深
入乡村，对群众进行面对面
宣传；同时，借助当地农村
小广场、大喇叭、警民微信

群、乡镇工作群等载体进行
法律宣传、政策讲解，对涉
诈涉赌等违法犯罪典型案
例 进 行 通 报 ，通 过 以 案 释
法，揭秘跨境网络赌博平台
非法获取大额利润的欺骗
手段，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鉴
别、防范能力。该所还组织
民警在村居（社区）、医院、
广场、交通要道等人员密集
场所明显部位张贴传单，以
点带面，扩大影响。

（宋庆泽）

为进一步提高突发交通事故应急处
置和救援能力，确保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有
效救助，近日，长垣市公安局菏宝高速交
警大队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和教育
整顿工作，联合高速路政、医院举办应急
救援培训会。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玮摄影报道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封丘县公
安局城关镇派出所闻警即动，果断出击，
一举打掉一个赌博窝点，治安处罚9人。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
昌 摄影报道

在当前开展的“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中，卫辉市公安局
切实抓细抓好平安守护工作。近日，该局
督察大队对内部进行督察，以实际行动深
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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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付荣 摄影报道

近日，长垣市公安局佘家派出所结
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和教育整顿工
作，组织开展烟花爆竹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并查处4起非法储存、买卖危险物质
案件，抓获 4 名违法行为人。河南法制
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化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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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做好村里每件“小事”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刘宇

社区民警赵西平

南乐警方
全方位宣传 增强防范意识

●李红彩，遗失正商智慧城购

房首付发票，金额55666元（发

票号码08092489）声明作废。

●王诗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802938丢失，声明作废。

●王越宫，于2021年1月20日

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

015238，现声明作废。

●2020年7月27日出生的李天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459861，声明作废。

●2017 年 11 月 9 日出生的任

颢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616207，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河南元辰置业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遗失，编号:411622000

7742，声明作废。

●2009年7月19日出生的岳开

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90080，声明作废。

●2011 年 10 月 30 日出生的王

珊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4315，声明作废。

●2019年1月23日出生的刘奕

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178613，声明作废。

●2013年6月15日出生的田思

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865222，声明作废。

●2013 年 12 月 23 日出生的王

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212437，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盛盈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统一代码91411700M

A47H0L07U）经股东会研究决议，

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

至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收到

通知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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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邹 玉 华（女 ，

1970 年 4 月 18 日

生），于 2012 年 2

月14日在河南省

汤阴县白营镇北

店村麦地捡到一名女婴，取名

刘以琳，现寻找孩子的亲生父

母 ，特 此 公 告 。 联 系 电 话 ：

1553837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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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艺匠文化传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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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彦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鹤壁市量子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410602000004107）经股东会

决议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人杨新安，男，滑

县白道口镇后赵湖村

民，2009年12月，我在

村北地河边（即现在

的滑县白道口镇气象站附近），发

现路边包裹里有一个女婴，（当时

女婴出生有十天左右），周围没有

人，包裹里没有任何女婴的身份信

息，随后我将女婴抱回家中抚养至

今，取名叫杨佳梦，现寻找女婴亲

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电话：

17737248162）。2021年1月26日
减资公告

●2008 年 11 月 13 日出生的张

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688838，声明作废。

●2015 年 11 月 2 日出生的陈

序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41872，声明作废。

●邓州市昇禾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1

381MA44RRAE72，声明作废。

●2015 年 8 月 20 日出生的陈

怡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99521，声明作废。

●河南元辰置业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遗失，编号:4116220011

270，声明作废。

●河南元辰置业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遗失，编号:4116220009

448，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平顶山宜达康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码4104231046

141）、发票专用章（编码41042

31046142）丢失，声明作废。

●刘奕博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S41001193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