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乔瑞
锋）4月 8日下午，全省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第一次
交流推进会议结束后，鄢
陵 县 法 院 立 即 召 开 党 组
会，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会
议精神。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冀超良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一是及时传
达学习。当晚开办夜校，及
时传达会议精神，确保不过
夜。二是深入开展学习教
育。把学习教育贯穿教育
整顿始终，夜校继续开办，
学习时间、内容不递减。三
是打开干警心结。发挥班
子成员“关键少数”的作用，
对分管部门负责人及干警
进行不少于 3 次的谈心谈
话，统一思想，正确对待。
四是开门查纠整改。以公
开促公正，以公开促效率，
以公开促质量，查纠整改，
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重点
开展大走访、大评查、大问
卷等，听取公众意见建议。五
是实现公平正义。紧扣“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
司法目标，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务
实重干，杜绝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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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王海
锋实习记者郭琨通讯员胡子强文鹏）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邓州市
法院把抓好教育整顿作为当前一项
重要的政治任务，用好“四字诀”，抓
好“四种学”，建设过硬法院铁军。

突出“统”字，领导带头学。该院
党组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引领
全院迅速掀起学习热潮。院长带头
讲党课、带头学习、带头督导。

着眼“活”字，创新方法学。该院
通过微信公众号开设党史“每日一
学”专栏，利用学习强国平台、法院内
网等，打造了移动“学习堡垒”；利用
夜间“120 分钟”课堂和干警个人自
学，建立了“每日一学习”“三天一交
流”“每周一测试”的学习模式。

紧盯“思”字，感悟体会学。该院
开展一系列测试，以考促学，检验学
习成效；组织开展“三研讨一评议”、
研讨交流会、学英模主题座谈会、党
史知识竞赛等；通过组织干警撰写学
习体会、开展讨论交流，做到在学中
思、思中悟，促进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围绕“融”字，转化实践学。该院
坚持学习教育与主业主责两手抓、两
促进、两不误，以学习教育推动工作
落实。3月份，该院克服工学矛盾，单
月审执结案件1467件，位列南阳市基
层法院首位。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艾旭）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开展以来，南召县公安局强化政治
引导，激励广大民警忠诚履职、依法履职、
勇担重任，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的公安铁军。

开展红色教育。该局立足当地红色资
源，分批次组织民警前往中共南召第一支
部旧址，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重温入
党、入警誓词，树牢全警从警初心；每周进
行升旗仪式、每日开展晨练队列礼仪训练，
规范民警、辅警日常举止和礼仪，筑牢遵规
守纪防线。该局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支部
书记讲专题党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安队
伍高质量建设。该局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教育整顿，邀请党校教授前来授课，从党的
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
和力量；开展“筑牢忠诚警魂”主题征文活
动，组织民警观看英模宣传片，借助身边人
身边事，弘扬主旋律，增强全警看齐赶超意
识。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开展帮扶调研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从教育整
顿中借力，推动公安工作提质增效。反复的
锤炼打磨，持续的高压态势，着力锻造一支
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公安铁军。

开门评警。虚心听取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工商界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研究
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全力进行整改，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人民群众的
新期盼、新要求。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贾庆仓）3 月份以来，方城县
司法局开展“讲三课、看三片、三
争创”活动，推动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学习教育环节走深走实。

讲三课。讲党课，让全体干
警再次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内涵及其先进性；讲警示教育
课，筑牢廉政第一道防线；讲法
治课，提升司法行政干警的业务
能力。

看三片。看新中国纪录片，
激发司法行政干警的自豪感；
看英模奋斗片，让司法行政干
警对标对表找差距；观看廉政
教育片，让司法行政干警的思
想和灵魂得到洗礼，筑牢思想道
德防线。

三争创。争创英模人物，方
城县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学习
英模人物高潮，纷纷以英模人物
为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争创优秀股室（所），激发了干警
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争创
亮点项目，17 个司法所长、9 名
机关股室负责人根据自身工作
实际，确定 1至 2项亮点项目，把
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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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安阳源美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税号91410523MA

45C2PK2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

整减少到人民币10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安阳高新区金百康健康生活

馆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92600857899，声明作废。

●河南融亿达物流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4128280003830）、合

同专用章（4128280003468）、财务

专用章（无编号）、原公司法人李亚

楠私章（无编号）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四旺商贸有限公司法

人章（王批修）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6P97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89678，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郸城县东风乡刘泰骏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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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989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胡集乡鲁小昆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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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530号，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开发区旺通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注册号411791N

A000031X）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均

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荷花湾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34

11729MA454T4R6L，声明作废。

●2014年9月30日出生的周文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717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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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双联律师事务所执业证

号：31410000337164924U，现申

请注销。请各位债权人在公告

之日起45天内向本所清算组申

报债权。清算组负责人：胡先

生，电话：13603951658。

减资公告

清算公告

●平顶山市神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DW236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423016706，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盛达特产超市公章丢

失，编号4101851690781，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东运汽贸

有限公司豫P4698挂，营运证号：

411620094809丢失，声明作废。

●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张超、孙佩、陈拂晓、于洋洋、侯

俊杰等五名同志长期旷工，严

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根据《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

五条及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书》规定，我公司决定于

2021年03月15日起与张超、孙

佩、陈拂晓等三名同志解除劳

动合同；于2021年04月09日起

与于洋洋、侯俊杰等两名同志

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义马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04月15日

●2020年8月17日出生的张智

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363010，声明作废。

●杨紫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O411874645，声明作废。

●内乡县荣祥机动车驾驶人服务

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1325006947，声明作废。

●河南峰之源旅游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丢失，编码

4104230044669，声明作废。

●赵昆建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

册号411425613239761声明作废。

●2019年1月20日出生的刘思

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405141，声明作废。

●河南从氏兄弟调味品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4116210012387）

丢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利智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途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LM9868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104016967，声明作废。

●朱峥祎《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O411208534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永顺达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01Z3营运证号码4116

20087318、豫PU6853挂营运证号

码411620087317丢失，声明作废。

●新郑市龙湖镇成东电动工具

商行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84

MA44GWLW8X，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蔡县龙口镇笼张庄

村宋庄组郑小让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丢失，证号4117291072040

60024，声明作废。

●信阳市利智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鹤壁市农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10692000023670）经股东决定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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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