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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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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声明

●编号为0411107492,姓名朱峻

逸,出生日期为2014年6月2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魏胜利契税完税证办证联丢

失,号码0759101 ,声明作废。
●刘俊超购买同乐苑11号楼2
单元504室收据丢失，票号为
0223338，金额为24959元；票

号为4113802，金额为5776元，
声明作废。
●郑东新区白沙镇一家餐饮店

(92410100MA40J0HQ91)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孟庆磊不慎丢失河南三德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收据,房号：
翰林国际城桃李园1号楼2单
元303号，收据号161本，票
号0505,日期2018年10月24日,
金额600元,声明作废。

●宋金一，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专业班级63班(学号14080
6303)由于个人原因就业协议

遗失，特此声明。

●新乡市塑料公司（注册号4107
001000841）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刘仁伟,武警警官证，警官证

号:武字第1028010号,有效期

至2022年11月01日,遗失作废。

●何永刚遗失河南省建筑职工

大学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成

人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批
准文号:教育部（83）教成字

018号,注册号50675520020
600095,声明作废。

●郭翠翠郑房权证字第1401256
593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

坐落郑东新区正光路111号13
号楼2单元2层052号,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晟源远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郑州天

明路支行,账号246871112465,
开户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明辉快餐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
303650006237,声明作废。

●陈现玲购买正商汇航铭筑6号
楼1325户房款收据,金额210
22元,收据号5130008，维修

基金收据,金额3312元,收据

号513007,开票日期:2019年
2月28日,均遗失,声明作废。

●刘贺,男,郑州市公安局,警号

007505警官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瑞达社区卫生服务站

民非登记证书副本遗失5241
0100599122230T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桂花园糊辣鱼

火锅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108600279035）丢失，

声明作废。

●卫东区帅令粮油商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104030003826，
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2167110姓名:齐
飞翔出生日期2013年4月27
日10点48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泰松炒饭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5MA4772H
H1L）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舜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将中州玉兰园景观

工程履约金收据遗失，收据

编号：2036600,金额：230
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巩义市绿森净化材料有限公

司合同章丢失编号4101810
042710，声明作废。

●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医务室郭霞（身份证号1401
22199411132020）护士执

业证（号码201714002076）
丢失，声明作废。

●刘永虎长安牌SC7145KCA6
合格证遗失，合格证编号W
DV015021026761车架号LS
5A2DKR5MA011655发动机

号MN4AF013557声明作废。

●巩义市孝义新鑫机械制造厂，

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三

联无金额限制版)票号为0267
0802空白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陈茹萍,身份证号:4102221987
10100682,我本人不慎将河南

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维修基金收据(编号0070
519,金额:5618元)遗失,房号:13
号楼2单元2806,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 公 告

崔万里：

因你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

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项

规定和我单位与你在2012年
1月1日签订的《河南省事业

单位聘用合同》第七条二款

2项约定,我单位决定解除上

述《聘用合同》,自发出本公

告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2021年3月25日
● 减资公告

洛阳果联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MA
4585TA2N）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将注册资金从人民

币2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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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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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法堂 谷武民 梁丽敏 文图

<<追寻初心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中原印记>>

华野濮阳整军的原因是这
样的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
址，位于濮阳县城关镇孙王庄
王家大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1948年 3月，陈毅、粟裕
率领华野机关和一、四、六纵队
全体指战员，到濮阳地区开展
新式整军运动。

司令部设在濮阳县城东孙
王庄王家大院。华野部队在濮
阳整训，本意是为渡长江南进、
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区域机动
作战任务做准备。

参与这次整军的部队近
10万人（含部分地方干部），党
中央、中央军委为啥要来一场
这样轰轰烈烈的濮阳整军？

有关史料表明，从当时华
东野战军的实际情况看，充分

利用战争间隙，深入展开一次
大规模的新式整军，是非常必
要和刻不容缓的。解放战争爆
发以来，华野和其他部队一样，
在频繁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度
过，甚至有时一天要打几仗，没
有时间坐下来进行补充和全面
休整。

同时部队扩充时，新战士
成分复杂，军事素质、政治素质
都急需提高；少数干部单纯军
事观点和军阀残余作风有所抬
头，骄傲自满、享乐思想滋长，
民主制度也不够健全，官兵关
系不够融洽；部队组织纪律性
不强。这严重影响着这支人民
军队的建设。

为啥在濮阳这个“战略要
地”整军？

中央军委和华野之所以选

择濮阳作为整军要地，是因为
当时的濮阳已经解放，是革命
老区。

据原濮阳县文联主席梁法
堂介绍，抗日战争胜利时，这个
解放区辖区涉及116个县，达
2000万人口，成为全国解放区
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这里党
组织坚强，人民拥护共产党，群
众基础好，物产丰富，粮食生产
有保障，容易满足人民军队筹
集军用物资的需要。

濮阳县南临黄河做天然屏
障，是部队休整的理想之地。
司令部设在城东孙王庄村。该
村有20来名党员，党组织坚强
能干，党员素质很高，群众基础
好。同时，村子周围有一丈多
高的围墙，围墙外面有相当深
的寨沟，东西南北各有大门，军
队进退自如。尤其是华野整军
司令部办公地点，是当时国民

党某部督军司令王炳方的单门
独院，没人居住，司令部设在这
里行动方便，安全可靠。

整军“三步进行曲”对症下
药

华野此时到濮阳整军，不
像以往那样进行单纯的军事
休整和兵员补充，而是按照
毛泽东主席新式整军思想进
行的，是从政治、组织、军事、
经济等方面进行一次彻底整
顿。

这次整军以土改教育为
中心，以干部为重点，首先，在
官兵中组织群众诉苦。然后，
在诉苦的基础上进行“三查”，
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而后进行“三整”，即整顿组
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通过整顿，发扬了民主，
纯洁了组织，加强了纪律性
和革命团结，部队的思想、作
风、组织建设都大大地向前
迈进了一步，彻底解决了为
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
的根本问题。

这次整军，正确处理了军
民关系、军地关系、官兵关
系、同级之间的关系等，全体
指战员政治素质、军事素质
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增强
了部队的战斗力。

整军期间，军民鱼水情明
显加深，部队住在群众家里，
铺柴草，睡门板，守纪律，官
兵给驻地群众挑水，离别时
将借用群众的东西如数归
还。驻地群众为指战员们腾
房让床，称他们是人民的子

弟兵，濮阳县各级党组织组
织群众从几百里外的地方调
运给养，各村房东用土特产
品慰劳战士，充分体现了老
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赤诚之
心。此次整军为完成毛泽东
主席、中央军委所赋予的渡
江南进作战任务，打倒蒋介
石解放全中国，做好了思想
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
奠定了坚实基础。

期间，朱德总司令到整军
地进行视察，在将士中间进
行新的作战部署和战前动
员，首次提出“解放全中国”口
号，大大鼓舞了华东野战军全
体将士，对当时战争需要和军
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朱总司令
在华野整军时还留下了饱含深
情的诗篇——《寄南征诸将》：

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
操在掌中。

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
气胜秋风。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
旗满地红。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
作主人翁。

濮阳整军是华野部队组建
以来，在战争间隙中进行时间
最长、最彻底的一次思想、组
织、军事上的大整训，通过整训
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觉悟，纯
洁了组织，并极大地增强了部
队的战斗力，从而，在以后连续
几次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
战绩，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
进程，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1948年2月27日至5
月31日，陈毅、粟裕奉中央
军委命令率华东野战军，在
濮阳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
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整军是以土改教
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
以“三查”为手段，以“三整”
为目的，彻底克服了官兵中
右倾保命、军阀残余、腐化
堕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整军解决了广大指战员为
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
务的根本问题，极大地增强
了部队的战斗力，大大缩短
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
全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

华野濮阳整军：雄师士气胜秋风
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