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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记者 尚迪

解构政法新媒体018号

我在等你 !

法院公众号集体喊话
在河南政法微信公众号中，法

院系统公众号最受欢迎的文章除
了独家案例外，就是执行信息了。
今年是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决战之年。近日，最高人民
法院联合中央 10 多个部门，先后推
出 4 个重磅文件，剑指“老赖”。

为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
坚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在
全省法院组织开展“百日执行攻
坚”专项活动。

作为对外宣传平台，各家法院
的微信公众号自然不能缺席。在
这场行动中，他们不断发布热文，
喊话失信被执行人，起到了极大的
震慑作用。

●多种手段曝
光“老赖”信息

5 月 9 日，“豫法阳光”在热文
《致失信被执行人：就不信了，这样
的狂轰滥炸你还能淡定？》中对话

“老赖”：“河南集中曝光‘老赖’宣
传月，威力你感受到了吗？”文中列
举了洛阳、许昌等地曝光“老赖”的
新手段，如电梯广告屏滚动播放、
邮政车上挂“老赖”大头贴等。该
文以 1 万+阅读量成为上周法院系
统中热度最高的文章。

“信阳法院”发布《你认识这些
信阳人吗？快点转发，让他们成为

“网红”!》《@所有人，请在信阳朋友
圈转发这些“大头照”，让他们无处
可藏》等热文，不仅公布了“老赖”
信息，还号召更多的人参与转发，
加大了曝光力度。

“郑州中院”“开封中院”“济源

市人民法院”等公众号均设置了
“曝光台”，定期公布“老赖”头像及
不履行义务信息。

●宣传普及法
律、政策

喊话“老赖”的同时，各公众号
也针对所有粉丝普及惩治“老赖”
的法律、政策，扩大“百日执行攻
坚”专项活动的影响力。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连颁四令，天罗地
网围歼“老赖”5月 1日起实施！》，结
合相关文件，总结了最高人民法院
为“老赖”准备的 12 大“酷刑”。

“豫法阳光”原创的《扩散：@
所有债主，对赖账不还的人，用这
份“秘籍”让他直接坐牢！》，详细整
理了债权人对“老赖”提起自诉要
走的程序和应提供的材料，手把手
指导债权人拿起法律武器对抗“老
赖”，维护自身利益。该文内容全
面，被多家公众号转发。

“豫法阳光”还发布了《提醒：
“老赖”没房没车没存款咋办？法
院还有大招？可以扣划这些！》，指
明在被执行人没房、没车、没存款、
名下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
下，法院可以扣划被执行人的住房
公积金、支付宝、养老保险金等用
于清偿债务，击碎了“老赖”们的侥
幸心理。

●直播执行现场
一次又一次的执行行动，展示

了法院的决心，各家微信公众号也
及时跟进，将执行干警们的劳动展

现在更多人眼前。
5 月 6 日，“郑州中院”发布热

文《郑在执行：打铁先要自身硬！
郑州中院组织开展全市执行干警
业务考试》，反映了郑州两级法院
执行干警不断学习，提升业务素质
的精神。

5 月 9 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发文《法院通告敦促“老赖”
5 月 10 日腾讯直播执行现场》，预
告 10 日上午全市法院将开展涉民
生案件集中清理专项行动，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执行，并对
执行行动进行现场直播。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了《执行：许昌法院，周末执行利剑
在行动！》，以图文形式记录了该院
干警周末出击，拘传被执行人的过
程，该文图片生动，细节丰富，排版
上也十分美观，充分发挥了新媒体
传播的优势。

●表彰优秀执
行干警

在紧张的执行行动中，涌现了
一 批 表 现 突 出 的 干 警 。“ 豫 法 阳
光”发布了“执行人物”系列报道，
表扬了各地方法院的优秀执行干
警，如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二庭庭长张静、焦作市解放区法
院法官宋海燕等，为整支执行队
伍加油鼓劲。

对“老赖”的集体喊话，不仅彰
显了法院的决心，扩大了“百日执
行攻坚”专项活动的影响力，也为
法院系统公众号带来不少热度，助
力他们在河南政法微信排行榜的
竞争中走向新的突破。

●豫 A5578F、豫 A668E 挂道路
运输证丢失，证号：41018301824
0、410183018239，声明作废。
●谷战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9025，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宗立德隆四季鲜
果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422620087002，声名作废。
●叶县昆阳镇优狐电动车专营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105921，声名作废。
●登封市民政局丢失2016年河
南省社会团体会费专用票据一
本 ，编 码 410301，批 次 ：0A
[2014]，票号 0041301-0041350，
共50份，声明作废。
●宝丰县城关镇广生日杂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1601039565，声明作废。
●2017年5月31日出生的钱佑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Q411
952505，声明作废。
●2014 年 9 月 3 日出生的王一
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44971，声明作废。
●陈俊梅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45574，声明作废。
●2012 年 9 月 24 日出生的乔
雅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43854，声明作废。
●唐河县为民农机销售服务中
心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328626306201，声明作废。
●2012 年 5 月 9 日出生的杨海
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780829，声明作废。
●项城市鑫豪服饰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681MA3X6Q2417）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聚先面馆营业执照副
本遗失，注册号：4103296002724
30，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J8043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35731，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J8449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26801，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88A0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2314，声明作废。
●漯河市万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LB1658、豫 LC8556、豫 LF5656、
豫LC8989、豫LA5858、豫LF198
9、豫LA1188、豫LE7696、豫LH8
555、豫LB2196以上车辆因长期
与公司失联，现登报声明注销。
●周口新时空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3A263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3748，声明作废。
●周口新时空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Z2054（411620025270）、
豫 P3A61 挂（411620025271）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俊物流有限公司豫PZ9
743（411620027171）、豫P3X30（4
11620027175）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顺运输有限公司豫
PV8866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9209，声明作废。
●鹿邑县奔腾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学校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证
号：411628679463799，声明作废。
●商丘市喜洋洋食品有限公司一分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1MA3XBTXK5A，声明作废。
●河南崇景置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
400MA44JDKQ7D，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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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龙梓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R410132684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九远机械有限公司，公司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圣光益生堂医药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绳庄连锁药店营业
执照（注册号410225000006016）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汤阴一品酒泉商贸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523080507326，声明作废。
●缴款人苏伟于2017年8月17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445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105905
6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
本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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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斌丢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225618066877，声明作废。
●史汴林丢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10225618159505，声明作废。
●仝乐，不慎遗失河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学历证书，证书编号：
137891201106003572，毕 业 日
期：2011年7月1日，专业：物业
管理，声明作废。
●范县农村广电网络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城关镇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1092600001
278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项城市枫桦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681000033280）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方芳营业执照副本（9241162
2MA44WKM82L）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惠元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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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金木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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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中联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营业执照注销登记，请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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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李文贤，电话：0371-69812767。
●郑州小龙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31705
894879）经股东会议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营业执照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尚国
军，电话：18638110518。
●项城市禾情缘商贸有限公
司（91411681MA3X89NJ2D）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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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雅歌服饰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681MA3X4GUW0
H）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项城市禾情缘商贸有限公司
（91411681MA3X89NJ2D）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禹州市宏源挂面厂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
1601004053，声明作废。
●牛大清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
32119480708851044，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18日出生的王垚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536895，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23日出生的朱素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210373，声明作废。
●信阳市艺演四方演艺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发票丢失，发票代
码4100162320，票号28535958、
28535959、28535969、28535970、
28535972，声明作废。
●滑县城关三新饭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10526MA41D7Y012，声明作废。
●缴款人乔明五于2015年10月
14日在新郑法院缴纳的诉讼费
123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31802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收据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东东丢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10225618036802，声明作废。
●河南省杜甫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1
81170501756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振兴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G3440（411620037947）、豫
P0X84 挂（411620038012）营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奇幻网咖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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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红雨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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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梧桐树安装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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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恩仁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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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慧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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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玉峰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清算组由赵炳峰、赵冬
组成，清算组负责人：赵炳峰，望所
有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赵炳峰,电话：13569000605。
●洛宁县亮亮畜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代码93410328MA3XB
0CB9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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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巨乐商贸有限公司（914
11624MA40N6AL1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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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川宗懋礼品经营部（注册号
410324000012777）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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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
2018年3月8日第12版刊登的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公告中“被告陈红卫”应更正为

“被告陈卫红”。特此更正。

●鹤壁市淇滨区品尚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
10611MA44LW5R24，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法制报新媒体拥有新闻、法律、
微电影拍摄等领域的专业团队，提供优
质托管服务。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法
制报”（ID:hnfazhibao）、官方微博“@河南
法制报微博”，以及托管的微信公众号

“郑州市政法综治”（ID：zzszfzz）、“河南省
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ID:hn-fzpzx）等，
粉丝基数大、黏性高，在河南拥有不容忽
视的影响力。

本报14版融媒观察版用排行榜、解
构政法新媒体、荐读等方式，推介河南
政法系统微信、微博大号。

如果你想提升微信、微博推送质
量，增加粉丝数，获得权威的测评与推
荐；如果你在寻找微信、微博等的托管
运营队伍，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13838216858
微信：zxj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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