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0303//0101

责任编辑 李晓玉
美编 曹松柯 校对 王晓林

HENAN LEGAL DAILY

政法暖新闻 15

风雪寒夜 高速救人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

向阳 通讯员 胡晓 杨新亮）2月25日凌晨，嵩县公安局旧
县派出所冒着风雪严寒，救助了一名智障妇女。

2月25日零点时分，旧县派出所接高速路政巡逻人
员报警称，发现一名疑似智障人员在高速上步行。值班
民警刘易鑫立即带领辅警赶往现场。

在高速上步行的是一名 60岁左右的妇女。夜晚雨
雪交加，天气十分寒冷，该妇女冻得嘴唇发紫，问什么
都不回话，民警只好先将她带回派出所。在派出所，
民警给她倒了杯热水，耐心询问，但她仍说不出自己
的姓名及具体家庭信息。民警根据其相貌特征进
行核查，确定其为栾川县庙子乡人。之后，民警
联系当地派出所，费尽周折找到了该妇女的家
属。据家属介绍，该妇女系智障患者，已走
失两个多月，家人到处寻找无果。

旧县派出所民警考虑到雨雪天气
交通不便，暂时将该妇女安顿到旧
县敬老院。2月 25日上午，该妇
女家人赶到旧县敬老院将
其接走，并再三对派出
所民警表示感谢。

路遇事故
妥当施救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段华
锋）2 月 26 日 10 时许，渑池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王铂、
李晓伟，辅警梁帆驾驶警车
前往郑州出差，经过连霍高
速广武枢纽段时，前方突然
发生三车相撞事故。

民警发现情况后紧急刹
车，才幸免追尾。3 人惊魂未
定，顾不上多想，急忙下车查
看情况。原来，前面两车发
生剐蹭后，众人都忙着打电
话，未及时在路上设置警示
标识，致使第三辆轿车追尾，
并导致车中一名妇女受伤。
事故发生后，3 辆车仍没有摆
放任何警示标识。

高速上车辆不断，情况
十分危险。民警急忙打开警
车警笛，提醒后方车辆注意，
并在事故后方放置三脚架、
反光锥等警示标识。之后，
王铂 3 人指导众人往安全地
段撤离，并将车中受伤妇女
搀扶到安全地段。

等高速交警到达后，王铂
3人才放心离开。

雪夜深山大救援

突降大雪，27人被困山坳古村
落，修武警方——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 通讯员 石雪）2月24日下午，焦
作下起大雪。当日 18时 10分，修武
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他
和家人、朋友因雪厚路滑，被困在西
村乡长岭村。

长岭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位于
修武县太行山区的山坳里，唯一的一
条进出道路依山而建，陡峭弯多，周
围都是悬崖峭壁。遭遇大雪天气，驾

车行驶的风险不可预料。接到群众
求助后，修武县公安局值班领导立即
指派该局西村派出所、青龙峡派出所
和交警五中队民警赶赴现场。

18 时 40 分，民警们冒雪到达长
岭村，确定了受困群众的位置。他们
用警车大灯照出一条安全通道，克服
雪天路滑影响，将 27 名受困群众包
括几名 70 多岁的老人一一接出村
落，搀扶上车。之后，民警用警车在

前开道引导，将群众
安 全 护 送 至 西 村 派 出
所。派出所里，值班民警早
已为受困群众准备好了开水。

查看询问了受困群众的身体
状况后，民警再次启程，将他们送
至安全地段。

当日20时40分，这场行程40公
里，历时 2 小时 30 分的雪夜深山大
救援任务圆满完成。

2 月 25 日上午，浚
县公安局新镇派出所
民警在值班巡逻时发
现，因院内积了厚厚一
层雪，留守老人张国臣
出行不便，便立即找来
铲雪工具，带领辅警帮
忙清理积雪。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蒋玉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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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区悦刻电子产品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4MA472R8

49X及公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浩旺面业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编号：4111220010

227，声明作废。

●2014年09月09日出生的魏雨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80008，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09日出生的王泽

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310417，声明作废。

●光山县潢河源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21日出生的马煜

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122521，声明作废。

● 声 明 公 告

河南省创元商贸有限公司名

下所属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305号（金水路未来路交叉口东

金水升龙广场）裙房一至二楼的

全部商铺，本公司从未委托任何

中介及个人对外出售。如因听

信任何中介和个人散布的不实

信息，为此所造成风险和及经济

损失，后果自负。河南省创元商

贸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和经济损失。对于擅自散布

出售本公司房源信息的中介及

个人本公司将追究法律责任。

河南省创元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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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4日出生的王梓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930888，声明作废。

●2018 年 1 月 18 日出生的陈

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04436，声明作废。

●2015年1月5日出生的王梓

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727721，声明作废。

●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公

章丢失，编号 4101850029898，

声明作废。

●郸城县吴台镇孙道兰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第071752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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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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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16日出生的时依

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72590，声明作废。

●商丘市非尚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08月24日出生的朱雨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043293，声明作废。

●郏县亿德缘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丢失，编码 4104250020

569声明作废。

●2008年6月19日出生的吴素

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968634，声明作废。

●新蔡县汇锦牧业发展有限

公 司 公 章 不 慎 丢 失 ，编 码

4128280007291，声明作废。

●方城县豆捞坊火锅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4113220046210，声明作废。

●周口万里运业有限公司豫

P1B713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8202，声明作废。

●周口如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豫

P1C097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5387，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8日出生的孙铭

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25912，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8日出生的孟浩

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28707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杞县博洋绿化苗木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50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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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9 月 12 日出生的杜

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134950，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益帆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DG8989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423016754，声明作废。

●2014 年 3 月 11 日出生的龙

锦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4042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