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动产权继承公告
编号：舞不动产登公(2021)第18期
王青云申请对以下不动产权进
行继承登记:舞国用(1996)字第
000219 号。 我中心经对申请
人提供的继承证明材料审查，
以上土地使用权及该宗土地上
的房屋由王青云继承，如有异
议者，请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
中心提出异议，逾期我中心将
为王青云办理不动产登记业
务。电话:0395-7338552
舞阳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交易
服务中心 2021年3月24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公司新华支公司以下

统一收据均丢失，收据号码：

04001001-04001100，

04000001-04000100，

04001201-04001350，

04001501-04001650，

以上统一收据均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杜庄

村杜庄组赵国林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丢失，证号41172921

1209030046J，声明作废。

●2012 年 1 月 20 日出生的李

宇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000002068，声明作废。

●2010 年 8 月 22 日出生的石

皓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321953，声明作废。

●2005 年 8 月 30 日出生的王

霁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E410698397，声明作废。

●开封市路游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BU765挂（黄色）营运证，证

号：410221010088；豫BN8045挂

（黄色）营运证，证号：410221009

067均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20 年 6 月 7 日出生的欧阳

辰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556976，声明作废。

●2016 年 12 月 11 日出生的李

心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19059，声明作废。

●2015 年 2 月 9 日出生的东润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71976，声明作废。

●2020 年 11 月 21 日出生的王

琦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679240，声明作废。

●王现辉位于潢川城关乡先锋村楼

塘组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

03488，面积：198.00㎡，声明作废。

●唐河县晶鑫制冷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28000013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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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21日出生的邓钊

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59084，声明作废。

●河南海顺物流有限公司豫

QH506 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721023486，声明作废。

●2013年10月31日出生的鲁礼

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291469，声明作废。

●河南汇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编号4116280006118，声明作废。

●2015年4月16日出生的周甜

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73694，声明作废。

●新蔡县飞腾摩托车销售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

411729593412480H，声明作废。

●太康县如思种植专业合作社

公章不慎丢失，编号411627002

3794，声明作废。

●赵婕妤遗失河南新高地控股

有限公司美好香颂项目车位号

A175 的车位收据及车位转让

协议，收据编号 2975625，金额

110000 元，因此声明车位收据

及车位转让协议作废。

●购房人赵军，身份证号：43112219

8403034557，遗失新乡市联置业

有限公司郑州恒大御景湾6号楼

一单元101商品房认购书及房款

收据，收据编号：01219815，金额：

35076；维修基金收据，收据编号：

01219815，金额：6745。声明作废。

●2018 年 11 月 15 日出生的李

佳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679440，声明作废。

●2017 年 10 月 12 日出生的陈

冠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09906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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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9 日出生的王

相茹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58770，声明作废。

●2009年9月26日出生的张博

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508454，声明作废。

●2017年6月30日出生的孙梓

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15336，声明作废。

●2015年7月19日出生的曹智

恒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P410850866，声明作废。

●2020年1月2日出生的杜林

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363655，声明作废。

●开封市龙象旅行社有限公司包公

湖南路门市部营业执照正本（410

204028029645）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 P4E27 挂（411620025919）营

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上蔡县惠诚会计代理事务所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20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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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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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篇扶沟篇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聂学强

走近交警走进基层走近交警走进基层
美丽乡村行系列报道之美丽乡村行系列报道之

协
办
协
办

如果说用个戏曲小品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是很多基层交警队在广大农村地区常用的一种宣传模
式，那么用一部大戏来宣传交通安全就比较鲜见。三年
来，大型现代豫剧《血染警戒线》在扶沟县的15个乡镇
巡回演出或播放。

该剧的主创单位是扶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该县公
安局时任党委书记、局长田豪杰作为该剧总策划，与主
创人员一起，对剧本、音乐、舞美、灯光进行了细致打磨。

该剧以悲剧的形式揭示了“车祸猛于虎、交通违法
就是血和泪”。文艺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又警示人们
别做违法、犯罪的事。该剧剧情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
10多年前交通安全法刚颁布实施的岁月。

剧中悲剧人物大民，本是一个孝顺、本分的农村司
机，先是因为交易车辆不走过户手续、交通肇事入狱，后
来开报废的套牌车跑客运而丧命，留下年轻的妻子、年
幼的女儿，还有残疾的父亲。催人泪下的剧情让观看过
这部大型现代戏的人们刻骨铭心。如今，在扶沟乡间村
落，人们将那些驾驶手续不够齐全的人称之为“大民”。

该剧在演出和录制过程中，扶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多名民警和辅警在剧中“跑龙套”。剧中交警大队长小
娟、副大队长民中，皆由专业演员饰演。他们扎实的唱
功、稳重的台风、精湛的演技，深深地吸引了广大观众。

河南法制报记者了解到，在扶沟县15个乡镇中，农
村留守群体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出行多以电动三轮车
与四轮车代步。该县境内，多条国省道与众多县乡公路
错综交叉，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形势严峻。作为传统的戏
剧之乡，扶沟的戏迷有数十万之众。用一部现代豫剧将
交通法律、法规充分宣传，思路独特。

该剧在扶沟县近2000场次的巡演或播放，在当地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扶沟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室主任李联合，是该剧的三位编剧之
一。李联合说：“《血染警戒线》给人的感觉是演得十分
逼真，老百姓看了这部戏，知道交警都在干啥，交警大队
长和副大队长是怎么安排工作的，知道自己必须严格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才是日常出行中的第一选择。”

豫剧大戏唱响交通法规
连日来，许昌市

公安局魏都分局开
设“党史讲堂”专栏，
开展“同读一本书”
活动，回顾党的百年
征程，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民警、辅警不忘
使命，凝聚起推动魏
都公安发展的磅礴
力量。

河南法制报记
者 胡斌 通讯员 曹秀
军 摄影报道

近日，潢川县公安局组织全局民警分批次
到县公安机关党史教育中心参观学习。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刘洋 摄
影报道

3月18日，鹿邑县公安局组织党员
民警代表，前往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
参观学习。

河南法制报记者 尹志丹 通讯员
刘前进 摄影报道

3 月 21 日，新
密市公安局米村
派出所组织全体
民警到新密市党
史馆参观学习。

河南法制报记
者王晓磊通讯员
王秋来 摄影报道

商丘立果肥业有限公司、商丘市俊驰商贸有限公司、陈超、张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行

与李向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借款合同中原银（商

丘）流贷字2016第480123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

形成的对商丘立果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901.57万元（截至2020

年10月13日）转让给李向博，与上述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

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你们作为上述债务的借款人和保证

人，现我行发出债权转让公告，请你们立即向李向博履行偿还义

务，本债权转让公告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2021年3月24日

债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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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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