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 通讯员 朱思璇）近
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组织干
警参观商丘市廉政教育基地，接
受廉政警示教育。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干警们
依次参观了“序厅”“一以贯之惩
贪腐”“以案为鉴鸣警钟”“泣血
之痛惊梦人”“剖案析理筑防线”

“三商廉韵传古今”和“尾厅”七
大板块。展厅内通过图片、文
字、影像等形式，以翔实鲜活的
案例和令人警醒的忏悔书，让大
家在视觉、听觉上接受了一次全
面生动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给
在场的每一名干警带来了强烈

的思想冲击和心灵震撼，真正让
纪律和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参观结束后，干警们纷纷表
示，这次参观是对思想、心灵的
一次净化和洗礼，要将参观学习
的成果转化为廉洁司法的实际
行动；在此次教育整顿中，将以
更高标准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区委和上级检察院的要求和
部署，时刻警钟长鸣，把党规党
纪印刻在心上，努力打造一支党
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
的检察队伍，以良好的作风和扎
实的工作，推动各项检察工作再
上新台阶。

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

组织干警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回族派
出所以教育整顿为动力，组织民
警深入邮政营业网点，向工作人
员和现场顾客宣讲反诈骗知识，
筑牢反诈骗全民防线。河南法
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步丰雷）近日，淇
县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拟对一名涉
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
逮捕决定。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公安民警、律师、学
校代表及犯罪嫌疑人家属参加。

听证会现场，承办检察官王
永军首先就案件情况进行介绍：
家住某小区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从
步梯走到二楼时，发现邻居房门
大开，沙发上有手机在不停地响
铃，遂临时起意走进室内，将两部

手机盗窃走。经鉴定，被盗的两
部手机共计价值4500元。

接着，王永军就事实认定、法
律适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等
方面进行介绍，说明了拟对张某
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理由：张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临时起意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 4500元，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涉嫌盗窃
犯罪。但考虑到张某系在校学
生，盗窃行为系发现手机后经不
起诱惑临时起意，案发后已退还

赃物，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且悔
罪态度好，自愿认罪认罚，对其采
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
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拟以无
社会危险性对张某作出不批准逮
捕决定。

与会听证人员一致认为，考
虑到犯罪嫌疑人张某还是在校学
生，盗窃系临时起意，已取得被害
人谅解且悔罪态度好、认罪认罚，
同意检察机关拟作出的不批准逮
捕决定。

近日，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宣传
科与省道中队，将教育整顿与实际工作
结合，组织民警、辅警深入中铁七局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为企业30余名驾驶
员及相关负责人作道路交通安全专题讲
座。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
付荣 摄影报道

为深化教育整顿，近日，封丘县
公安局组织民警集中学习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任长霞先进事迹，
进一步激励斗志，汇聚前行力量。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检察公开听证 彰显司法温情
淇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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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宏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0328NA000043X）经

成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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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水县旺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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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鸿收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 411729NA00041

7X）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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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敬馨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号 41172900006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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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亿源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朱庆超、

周戈组成，清算组负责人由朱庆超

担任。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信阳市浉河区丰盛苑经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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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蓝天轩幼儿园
办学许可证号 1410105600008
00；举办者由王玉生变更为李为
善，变更前有债务债权问题，变
更前的债务债权由王玉生承
担，变更后的债务债权由新举
办者承担。联系人：王玉生。
联系电话：18638225766

●上蔡县朱里镇光明幼儿园公章丢
失，编码4128250005311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3日出生的魏雅
倩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40807，声明作废。
●2011年8月3日出生的郭静妮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S410092730，声明作废。
●2017年2月23日出生的杨梦
洁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855271，声明作废。
●河南铭志律师事务所赵斌律
师执业证（证号 141032018100
57181）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丁村乡从华其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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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553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白马镇杨东木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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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41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白马镇范增德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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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88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东风乡赵书杰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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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346号，声明作废。

●开封大学1992级工程系机械制
造工艺与设备专业学员王玉安（学
号：9211107，毕业证号：9211107）
学习时间为1992年9月至1995
年6月，毕业证书丢失，特此声明。
●2015年12月19日出生的沈
思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97856，声明作废。
●信阳市金鑫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51
50000827203，声明作废。
● 通 知

尊敬的于德申先生，因公司
业务需要，请您务必在本通知登
报之日起七日内速与公司联系，
并亲临公司办理相关事宜为盼。

特此通知
舞钢市亿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4 日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郸城县东风乡郝绍廷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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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83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东风乡董贝贝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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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20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东风乡郝春行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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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69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巴集乡位如平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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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61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东风乡于玲芝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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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76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胡集乡张新场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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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587号，声明作废。
●河南金手指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鲁山分公司公章丢失，编码
4104231045901，声明作废。
●社旗县盛茂企业管理服务
中心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地址：中原区桐柏路与西十里铺
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111
号3号楼1、2层。面积：约500
平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育
培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单位房出租

联系人：张女士 13783680274 张先生1478316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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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星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0年9月27日出生的刘玉
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095508，声明作废。
●2021年2月23日出生的韩逸
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967130，声明作废。
●卫东区丽丽理发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不慎丢失，注册号41040
3608184395，声明作废。
●2014年8月28日出生的李程
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68859，声明作废。
●依据（2020）豫0105执6883号之
一，张香梅荥阳市广武镇清华忆江
南三区3号楼1单元5层1505房，
1501230172号房产证声明丢失。
●肖诗琦出生医学证明信息错
误，编号K411091221，声明作废。
●兹有商城县思阳舞蹈传媒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防伪号41152
40009139，声明作废。
●2006年11月10日出生的张灿
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509972，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妇幼保健
所在郑州银行管城支行备案的
原公章（编号 4101040097262）
丢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丰盛苑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新东方骨科医院银行开

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5087

000246702，声明作废。

●周口市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 豫 PE6032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6724，声明作废。

●阎晶遗失安阳建业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开具的世和府项目一期15号楼

2单元7层01户房款收据（收据号

1931988，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张先生小吃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777

W87G，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
事处社区服务中心、殡葬管理
站、劳动保障事务所、劳动保障
服务站，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即日起
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