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广昊建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5516
23597M）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
800万元，请公司债权人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永昌商贸经股东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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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九号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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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雄鑫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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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万通劳务输出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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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通祥房产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代码914117
29MA44HQ1G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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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腾熙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23
58412851D）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了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刘镜如，电话：
13783836720。

●郑州市郑东新区大洋世家海
鲜馆（信用代码：92410100MA
40QHQB8H）已作废的普通发
票（代码：4100174320、票号：
25617329）丢失，特此声明。
●南乐县亿思源金银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聚宏源秸秆回收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729MA44
PJE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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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远捷运输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0326MA40NDE
39A）经股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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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鑫泷源餐饮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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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飞农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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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淮阳县现福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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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周口市腾威科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2M
A44L9D0X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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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邑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税号9141142658855170X
G）发票丢失，代码410015435
0，票号03515502、03515552、
03515554、03515587，声明作废。
●杨利忠残疾军人证丢失，编号：
豫军Q058469，声明作废。
●2010年11月10日出生的康雅
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422892，声明作废。
●鄢陵县刘昆仑豫K6M899道
路运输证丢失（证号41102400
5395），声明作废。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浩晨电子产
品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603608055044，声明作废。
●林州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58174922687XL，声明作废。
●虞城县万通劳务输出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23212000253，声明作废。
● 通 知
致：郑州成城塑钢门窗有限公司、
赵春利、河南新香江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翟聚军：2005年5月16日，
河南新香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借
用郑州成城塑钢门窗有限公司名
义与我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
鉴于河南新香江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双方协议约
定，致使我方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现依法通知如下：解除双方
于2005年5月16 日签订的《土
地承包协议》；河南新香江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
三日内按合同约定结清所欠承包
金并赔偿违约金。如逾期，我方
将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
行使我方权利。特此通知。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白庙村第九村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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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区茗祥茶庄（纳税人识别
号：41150319890613533201）
不慎遗失通用定额发票（并列二
联壹佰元175mmx77mm）空白
发票50份，发票代码：1419017
50072，发票号码：93777301-9
3777350，声明作废。
●安阳县柏庄市场鑫秀刀削面馆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593600073271，声明作废。
●李国军营业执照正副本（4117
29627212798）遗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袁小明于2018年 1
月3日缴纳的诉讼费4240元，
所出具的票号为 1073584 的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
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
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张磊、张洪军于2016年
10月17日在新郑法院缴纳的诉
讼费574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3196574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
入票据》收据联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弘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225MA3XC2HT97）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2015年5月28日出生的王媛
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08923，声明作废。
● 通 知
邹敏，胡军：罗国东将所持有睢
县雪莹水业有限公司百分之四十
的股权以三十万元的价格转让，
如你二人愿意行使优先购买权
请在30内书面告知本人。逾期
则视为你二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并同意转让他人，本人将依法将
股权转让他人。特此通知。

●安阳市北关区平原大众浴池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3600041714，声明作废。
●安阳市韩氏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1050279425969
7，声明作废。
●安阳鑫龙煤业（集团）红岭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河南增值
税专用发票（面值18000元），发
票代码：4100172160，发票号
码：00513022，河南增值税专用
发票（面值75000元），发票代码：
4100172160，发票号码：0051
3023，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北城玫瑰缘门市
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502602001000声明作废。
●文峰区陶记天悦酒楼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豫地税安字410
502196003060011，声明作废。
●林州市德通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车辆
号牌豫 E68122），编号：安
410581011632号，声明作废。
●鄢陵县安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KJ677挂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024004836），声明作废。
●张战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丢失，证号411104003
567，声明作废。
●灵宝市家悦电子产品销售部
普通增值税发票遗失，发票代码：
141001620043，发 票 号 码 ：
08715780，声明作废。
●巩义市丹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0181MA3X8HY76
F）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平顶山新华区鑫博采标牌商行
税号92410402MA43MHAY59
普通发票领购簿丢失，声明作废。
●常诗雨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119991027002023，声明作废。

●2016年4月13日出生的樊宜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96818，声明作废。
●2017年8月13日出生的朱思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076548，声明作废。
●2007年2月18日出生的康凯
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098713，声明作废。
●雷美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R410870120，声明作废。
●肖语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1381502，声明作废。
●2012年2月3日出生的程若飞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08756，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5日出生的赵毅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54226，声明作废。
●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01061702759122，声明作废。
●2014年2月25日出生的苏欣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21133，声明作废。
●2002年2月28日出生的曾群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E410125400，声明作废。
●2009年3月2日出生的王书阳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987975，声明作废。
●豫AYH705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19793，声明作废。
●洛阳市吉利区胜家宾馆税务
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410306
19740801056401，声明作废。
●辽宁津大肥业有限公司新蔡县
直销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
册号4128282300004，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畅达运输
有限公司豫PX2042（41162006
7435）、豫P86321（411620063
273）营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报3月9日15版刊登的洛
宁县人民法院原告为杜英诉被
告杨丽军离婚公告，送达公告
应更正为开庭公告，内容同开
庭公告，并定于6月11日上午9
时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
●洛阳市三克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3007万元减至10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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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3 月，恰逢河南省司法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司法
行政在线”开通两周年。两年来，“河南司法行政在线”怀揣梦
想，本着“在虚拟世界传递真实、在真实世界过滤杂音”的理念，
通过及时权威传播司法行政信息，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
务解疑释惑等方式，紧紧抓住了一批粉丝，成为河南政法新媒
体界的一股新锐力量。

坚持内容为王多发原创文章

在发布的内容上，“河南司法行政在线”从一开始就有着自
己的规划，有着清晰的定位和合理的设计。“河南司法行政在
线”发布的文章主要包括国内重大法治类新闻、事件，司法行政
体制改革措施、政策解读，全省司法行政信息，各地司法行政机
关的创新举措、典型经验、工作动态及基层一线司法行政干警
的感人故事等。

2017年 9月，司法考试前后，“河南司法行政在线”不仅及
时发布考试时间，考试注意事项，考生报名情况，考点安排，试
题答案、分数等重要信息，还开设专栏“我的司考故事”，讲述司
法考试亲历者的故事，给予考生们帮助和鼓励。

有影响力的专栏不止一个。专栏“人民调解员的一天”，记
录了人民调解员调解背后的艰辛，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的知晓
率和美誉度；专栏“法律援助精品案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
范引领作用，持续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专栏“图说普法”以
图释法，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专栏“公共法律服务惠民生”充
分展示了我省各地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亮点及为人民群众带
来的获得感。

此外，“河南司法行政在线”策划并发布了《我省司法体
制改革再有新动作》《图说 2016 年我省司法行政工作》《为感
动中原十大人物已逝监狱警察袁文俊点赞》《河南首批人民
监督员领证》《请回答 2017》等原创图文消息。这些图文消息

信息丰富、形式新颖，广受好评。其中，原创作品《监狱警察
写给儿子的信》被河南省广播电视协会评选为全省法治节目
二等奖。

建设微信矩阵扩大系统影响

一个微信公众号靠单打独斗成功圈粉的例子或许存在，但
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个以“河南司法行政在线”为主导，包括
省辖市司法局、省直管县司法局、省属监狱、省属戒毒所在内的
司法行政系统微信矩阵就形成了。目前，该微信矩阵包含 51
个微信公众号，规模还在持续扩大中。整个矩阵密切互动，相
互支持，积极发布和推送相关信息，成为服务群众、宣传业务工
作的有效载体。

精心策划活动吸引粉丝参与

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成长离不开粉丝的互动和支持。“河
南司法行政在线”目前正在面向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开展新
媒体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今年还将陆续策划开展“我与司法
行政”好故事征文评选、图说河南司法行政新闻摄影作品大
赛等活动，推出一批有文化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精准宣
传。这些互动都将为“河南司法行政在线”吸引粉丝，带来
大量关注。

两年来，“河南司法行政在线”先后被评为“2017年度河南
政务（省直类）微信影响力新锐力量”“2017 年腾讯·河南 2017
年政务创新奖”……但是，正在蓬勃生长中的“河南司法行政在
线”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目前，“河南司法行政在线”还只
是承担着信息发布的功能。未来，“河南司法行政在线”微信平
台将逐步尝试政务服务方式创新，用信息技术搭建服务模块，
积极为受众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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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新媒体中的新锐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