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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陈
林 丁笑笑）1月 22日上午，平
顶山市民董先生将一面锦旗
送到平顶山市公安局湛河分
局民警石旭东手上，以表达
深深的谢意。

1月 21日 9时许，湛河分
局接到董先生报警称，其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且86岁高龄
的父亲于头天9时许出门，至
今未归。家人已四处寻找，
但一直没有音信。该分局值
班民警石旭东仔细询问了老
人的衣着特征和最后可能走
失的地方，一方面安抚其家
人情绪，建议其发动身边的
亲戚朋友大量转发老人走失
消息至朋友圈和微信群；另
一方面求助视频队，从老人
走失的地方展开视频查找。
民警通过大量调取周边公共
视频，终于发现老人从河滨
公园的西门出去就已经迷了
方向，走到光明路与和顺路
交叉口也未见其穿过马路。
此时董先生的手机响起，热
心群众李先生称其在姚电大
道向西的路边，发现有一位
老人和朋友圈里看到的走失
老人很像。石旭东与该群众
视频通话，发现该老人正是
大家苦苦寻找的董先生的父
亲。等石旭东和董先生的家
人赶到现场，确认正是走失
的老人。对李先生的行为，
董先生表示衷心感谢。石旭
东也对李先生的善举给予赞
赏和感谢。

警民联手，走失老人平
安与家人团聚。在开车将
老人和其家人送回家安顿
好后，石旭东又回到岗位继
续工作。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近日，封
丘县公安局督察大队发挥职能作用，到
车站检查治安防控工作。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为扎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新乡市公安局卫
滨分局结合“五零”平安村居创建推进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跨境赌
博违法犯罪活动。近日，该局组织民警
集中开展清理清查行动，对辖区宾馆落
实四实登记制度进行检查。河南法制报
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关攀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开展，近日，新
乡市公安局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紧扣“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方案，抓获一
名网上在逃人员。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
黎明 通讯员周阳 摄影报道

警民联手 找回走失老人
李景攀：90后小民警的大胸怀

平顶山市公安局湛河分局

方城县公安局二郎庙派出所

深挖细查破获网络赌博案

“景攀很能干，别看他年轻，干工
作却韧劲儿十足，加班加点从来不抱
怨。他工作特别心细，不管是处理警
情、排查安全隐患，还是抓网上在逃人
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谈起李景
攀，安阳市公安局曙光路派出所负责
人徐涛说。

1991 年出生的李景攀，2017 年 7
月参加公安工作，入警不到 4年，却荣
立“个人三等功”，荣获“执法办案能
手”“警营党员先锋”“优秀公务员”等
称号。“我经常下班后，一个人骑着自
行车在菜市场、小区等寻找犯罪分子
的蛛丝马迹。我始终相信，只要付出
就一定会有结果。”李景攀说。

2019 年 9 月 14 日，李景攀获得一
名外市网上在逃人员在辖区出现的线

索。李景攀立即调取周围沿路公共视
频，发现嫌疑人消失在一大型生活居
民区。该居民区有几千户。他采用传
统侦查方式，逐一调取 6 个小区物业
中心登记的户主信息和小区进出口的
公共视频，并对两个城中村租房登记
进行排查，历经 3 天毫无所获。他又
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该居民生活区附
近有一个大型蔬菜农贸市场，大胆地
转换思路，以农贸市场为中心进行蹲
点排查，第二天顺利将嫌疑人抓获。

尽管入警时间不长，但李景攀凭
借身上的一股子韧劲儿，先后参与破获
各类刑事案件120余起，查处治安案件
260余起，查处违法人员 90人，抓获网
上在逃人员 30人，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500余起。 （吕志国）

本报讯 近日，方城县公安局经过
深挖细查，破获一起利用网络开设赌
场的诈骗案，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李某
执行逮捕。

2020年 12月，该局二郎庙派出所
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开设赌场
聚众赌博。获此线索，该所民警立即
开始收集证据、展开前期侦查，经多天
的加班加点，将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
疑人抓获。经侦查，李某系一名农民，
今年未外出打工，就想着干点什么糊
口，通过浏览网页发现，在国外的赌博
网站当代理收入不错，不仅可以自己
玩，还能带来丰厚的提成。李某心思
一动立马付诸行动，利用自己组建的
多个微信群组织群内人员聚众网络赌
博，不仅拉人赌博，还在微信群里推广

“斗牛”“跑得快”等赌博游戏及赌博
App，并从中抽头渔利。后参赌人员通
过微信、支付宝给李某转账。李某共
非法获利 2.6 万余元。2021 年 1 月 22
日，经方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李某已
被执行逮捕。

警方提醒：网络赌博比起现实中
的赌博危害更大，更容易让人陷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网络的匿名性也
会让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通过
网络支付对输钱的概念淡化，所有
的钱没有经手，得到的就是一个数
字，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状况，让参与
者一步一步走向倾家荡产的深渊。请
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步入
网上赌博的骗局。

（姚文武）

●我公司运输等各类合同，由公司

统一签订，未经我公司授权，任何

个人及车辆签订的运输等各类合

同对我公司没有法律效力。车主

雇佣的司机属于个人行为，与我公

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特此公告。

安阳市钢花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光山县北向店永宏加油站发

票丢失，代码号041001800104，

票号58664365，代码号04100200

0304，票号06733968，声明作废。

●2015 年 4 月 21 日出生的王

嘉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63440，声明作废。

●2014 年 3 月 20 日出生的王

昊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17167，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原定于2021年1月29日10时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
26号举行的拍卖会，因疫情防
控等原因现做出以下变更：

1.将拍卖地点改为中拍平台（网
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2.标的1撤拍。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河南优沃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729MA480R
70XT）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贰亿元整减至
贰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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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双益农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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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西华县佳美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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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临颍县润达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2MA4
4DWJP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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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固始县瑞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
5MA3X4L36X1）经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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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2008 年 8 月 28 日出生的陈

懿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800277，声明作废。

●河南乾广物流有限公司豫

K5659 挂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024005329)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蒋朋玲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05733

214074，声明作废。

● 工程款结算公示

由新县交通运输局发包的

新县2015年第二批县乡公路及

桥梁改造项目施工第三标段由

湖南佳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法

中标承建，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

工程款已经到位，请相关债权人

自本公示登报之日起10日内持

相关原始凭据，到湖南佳林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登记、复核、结算。

联系电话：0731-88333940

●贾国栋，栾川县公安局，警官证

（115627）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2020年4月28日出生的吕若

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099643，声明作废。

●沈丘县通达汽车修理厂公章丢

失，编号4116240015391，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李

现军，警察证不慎遗失，警号

011529，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2017 年 10 月 5 日出生的吕

嘉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110659，声明作废。

●2021年 1月3日出生的雷铭

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692786，声明作废。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的规定，经审核，新安县见义

勇为协会；新安县人民调解员协

会准予成立，特此公告，统一信用

代码、法人、业务主管单位、地址分

别为：51410323MJF927427Q；贾

芳；新安县公安局；新安县黄河

大道426号。51410323MJF927

435K；程相峰；新安县司法局；新

安县慕容律师事务所501室。

●盈科美辰旅行社有限公司信

阳分公司公章（编码：41150600

15769）遗失，声明作废。

●2020年10月24日早上六点

左右，在新安县仓头镇养士村至

张家庄路边（周家湾）发现一名

男弃婴，被丢弃时用粉色小被裹

着，包裹里有一张写着“小孩于

2020年8月31日下午16时出生，

因无能力养，望好心人抚养”的字

条，内夹500元现金。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新安县民政局联系，电话

0379-67289313。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20年10月17日，在新安县

一高东50米路边长椅上捡拾女

弃婴一名，该女婴用粉色包被包

裹，旁边有一个塑料袋，袋内有数

个尿不湿，一个奶瓶，一小瓶奶粉，

以及一张纸条，女婴大约出生一

个月左右，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新安县民政局联系，电话

0379-67289313。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弃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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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