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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丁红）近日，两名男
子拿着一面写有“为商丘添彩，传递
正能量”字样的锦旗来到商丘市梁园
区检察院，他们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受害者的家属，特意向该院青年志愿
者表达感激之情。

5月 28日 7时 40分许，该院青年
志愿者姬莉在商丘市昆仑路与民主
路交叉口值早高峰岗时，听到“砰”的
一声，转身一看，发现一位约 70岁的
老人倒在路旁花坛边，一辆肇事的黑
色轿车停在一侧。

肇事者下车询问了老人几句话
后便上车。“因为当时是早高峰车辆
来往很多，还以为肇事者是想挪动车
辆不影响交通，但又想着他要是直接
开走了咋办，我就记下了他的车牌
号。”姬莉回忆道。

谁知，肇事者竟扬长而去，只留
下老太太一人倒在路边呻吟。姬莉
当即上前询问老人受伤的情况，并
协助交警成功找到该车辆踪迹，及
时将该车移交给事故大队民警处
理。老人已被送到就近医院接受治
疗。目前，交通事故正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中。

姬莉是该院第三检察部的书记
员，是青年志愿团队中的一员，她真
情救助受伤老人、积极协查肇事车辆
的行动，体现了梁园区检察院青年志
愿者一直以来无私奉献、敢于担当的
精神，也体现了新时代年轻检察人员
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在开展教育整
顿和开展学英模活动期间，积极教育
和引导广大党员干警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荣誉观的成果。

本报开封讯
（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
华 通讯员 胡云鹏）“感

谢开封市中级法院执行局
公正执法，一心为民，保障了

我的合法权益，解决了我多年
的难处，也还我们家一个公道。”
近日，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来自杞县的八旬老
人李某热泪盈眶，边说边把一面
锦旗送到干警手中。这一幕令周
围的诉讼当事人和办事群众无不
为之动容。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在上级法院有力指导下，该院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
载体，坚持“大执行”理念，进一步
加大对涉执信访案件执行力度，
勇于担当，敢啃“硬骨头”，并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

李某申请执行某县政府行政
强制及赔偿案、通许县某实业有
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赔偿案、某
工程技术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兰考
县某单位案，均是涉行政机关执
行案件，三案执行标的额较大，协
调执行难度大。为妥善化解矛盾
纠纷，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宏东
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安排督办。

执行干警创新工作思路，细化执
行方案，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加大
释法明理力度，积极化解执行信
访矛盾。在多方努力下，三案均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执行涉案全
部款项均已汇入申请人账户，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付款项全部
履行完毕。

“执法如山、一心为民”，真
诚 的 话 语 、鲜 红 的 锦 旗 既 是 对
该 院 执 行 工 作的认可，也是鞭
策。该院将继续把为民办实事落
实到每个执行案件办理工作中，
不 断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
幸福感。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杨占伟 实习生 王宝）近日，罗
山县法院龙山法庭庭长方涛成功
调解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化解了
夫妻矛盾，避免双方家属对峙引
发更大矛盾冲突。

原告刘某以被告高某脾气暴
躁，与其性格不合，常因家庭琐事
发生吵架、打架为由，第三次将高

某诉至罗山县法院要求离婚。被
告高某接到传票后，便找到原告
理论，话不投机双方再次发生争
吵并大打出手，被告高某被打伤
住院。双方亲属各自召集 20 余
人，手持棍棒、铁锹形成对峙局
面。当地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前
往现场。方涛得到消息后，也立
即放下手头工作急忙赶去。

干警经调解，剑拔弩张的局
面得以平息。方涛将相关人员请
到龙山法庭。经过近两个小时的
调解，双方终于愿意作出让步。
方涛趁热打铁带着刘某到医院看
望被告，主动向高某承认了错误，
并要求留下来照顾高某，双方关
系进一步得到缓和，刘某当场写
下了撤诉申请。

离婚纠纷起冲突 法官调解泯情仇

执行太暖心 老人送锦旗

检察官记住车牌号
让肇事车辆“现形”

推进教育整顿 打造政法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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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法律顾问
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电话：0371-65350883

●汝南县中天药业有限公司第

十五药店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邓州市花洲街道办事处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公章丢失，

编号4113810015160，声明作废。

●登封市阳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豫ATP955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5005071，声明作废。

●2009年4月13日出生的张子

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923120，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4日出生的王紫

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36022,声明作废。

●2015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的王

一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38909，声明作废。

●段云鹏，息县公安局，警官证

丢失，警号189486，声明作废。

●2018年1月21日出生的马三

生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000611，声明作废。

●河南省罗山县法律援助中心陶

蓉律师，因保管不善遗失河南省

司法厅于2018年6月7日颁发的

法援律师执业证书，证书编号14

115201381389484，现声明作废。

●2014年4月20日出生的孙依

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72624，声明作废。

●2008年9月日出生的裴梓彤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J410737249，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赵舒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I411725457丢失，声明作废。

●李睦欣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10901199104261532，特此声明。

●2015 年 12 月 27 日出生的王

鑫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03528，声明作废。

●张梓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P411718904，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4日出生的杨溢

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8316462，声明作废。

●高松果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0403608206257，声明作废。

●2015 年 3 月 28 日出生的刘

梓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P410657657，声明作废。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规定，荥阳市企业家协会住

所由荥阳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

化局六楼变更为荥阳市中原西路

636号华宸大厦14楼，统一代码

51410182688169655K，登 记 日

期2021年6月8日，特此公告。

● 周口市升发运输有限公司豫

P0X48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43963，声明作废。

●金水王汴军诊所登记号PDY1

080054101051772122 副本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 信阳市东伟建筑劳务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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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诺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6D2B067）经公司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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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特

此公告。清算组负责人：穆元

法，清算组成员：穆元法、穆元

森。联系电话：0371-58657888

●开封市祥符区优之鸿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91410212MA456Q

7J2E）经决定，拟将注册资本金

由100万元减至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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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西峡中民好意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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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森磊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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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李营明阳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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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