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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宜阳县法院莲庄
法庭巡回审判一起财产纠纷案

件，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审理、调解，现
场调解叔侄二人因牛发生纠纷的“牛官

司”，纠纷被当场化解，款项也得以履行。
张某、陈某夫妻二人年近七旬，无儿无女，靠

放牛为生。2017年12月，张某因病住院，委托侄子
张某某帮忙照料家中的 27 头牛。张某某帮其饲喂、

放养27头牛近两个月，后无力继续照料，在征得叔婶二
人同意后将 26 头牛售卖，得款 10 万余元，余 1 头母牛，后
母牛意外死亡，留下 1头小牛。双方因对售牛款及母牛的
赔偿问题存在争议而产生矛盾，售牛款一直在张某某手中，
未付给张某、陈某夫妻二人。因此，叔婶二人将张某某告上
莲庄法庭，要求其给付售牛款并赔偿母牛的损失。

庭审中，法官李国强围绕双方争议的矛盾点，即母牛的

赔偿额度进行调解，但
原、被告双方差异巨大，且张
某、陈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矛盾一
时难以调和。

李国强及书记员不厌其烦，一方面做原
告的思想工作，希望原告的赔偿要求符合市场
价格和鉴定标准，并安抚二人要控制情绪、保重身
体；另一方面，做被告张某某的思想工作，使其理解叔
婶二人年纪大了，无儿无女，只能靠养牛为生的不易，应
适当提高赔偿额度。庭审后，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
调解，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案件成功调解。

随后，李国强带着原、被告双方到银行取款，张某某将
10 万余元现金当场交至张某、陈某夫妻二人。至此，叔侄
二人因牛产生的纠纷得以化解。

记者 郭富昌 通讯员 赵越赵路歌/供稿

“我家被盗了，我家被盗了！”
5 月 28 日中午时分，70 多岁的高

老汉来到了禹州市公安局小吕派出所
值班室，气喘吁吁地说。

“走，看看去！”该所值班副所长
陈世旭和民警蔡源等人迅速赶赴现
场。

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发现，高老汉家
的院门为栅栏门，没有任何防范功能。
主屋是三间瓦房，屋门为老式双扇木
门，明锁，未被破坏。室内一个中堂柜，
上锁，锁未被破坏，但柜子右门被砸开
一个窟窿。柜子旁边的地上放着一把
斧头，柜子内物品被翻出，扔在地上。

看到这种情形，陈世旭认定系入
室盗窃无疑。

经了解，高老汉上午出门时将屋
门上锁，10时回家时发现屋门被打开，
中堂柜被砸，柜内物品被翻出。高老
汉未动现场任何东西，就报警了。

根据现场情况，陈世旭一边联系
刑侦部门前来支援，一边安排走访，查
看现场周围是否有监控视频。

刑侦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但未
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经清点，高老汉
未发现丢东西，现场附近也未发现监
控视频。

这是一起常见的入室盗窃未遂案
件？回到派出所，陈世旭和民警蔡源

还在讨论这起案件：“东西没有丢失，
可能是侥幸，大白天家里被偷，咱不能
掉以轻心，2016年咱就吃过亏呀！白
天入室盗窃案件一天发生多起，闹得
人心惶惶的。咱得查下去，给高老汉
一个交代。”

第二天，民警们又到高老汉家
认真询问有关情况。

“斧子是你家的吗？”柜子上的
窟窿应该是斧子砸出来的，民警蔡
源看着窟窿问了一句。

“斧子是俺家的，但前几天借
给俺儿媳妇，她没还回来呀？俺是
一家人，这话可不敢乱说啊……”

“现在不能确定是她，但我们
会继续调查。”民警说。

围绕高老汉儿媳妇的调查
很快有了结果。在派出所里，老
高的儿媳妇交代，其趁公公不
在家，以还斧子为名，潜入公公
家中，用斧子砸开公公常放财
物的柜子，结果一无所获，便丢
下斧子离开了。

面对儿媳的诚恳悔过，憨
厚朴实的高老汉选择了原谅。

案件告破了，某村又恢
复了往日的宁静。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张汇
涛朱妤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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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季萍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
册号411425613281658声明作废。
●安阳市金乐宝商贸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523MA3XFC
7G2G，现声明作废。
●郑州嘉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5758371702E（1-3）、
（2-3）丢失，声明作废。
●乔煜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G410672103丢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素英小吃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2256181
38789，声明作废。
●兰考县瑞红日杂门市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22
5618132618，声明作废。
●洛阳市吉利悉恩酒店增值税
普通发票丢失，代码号41001723
20，票 号 08603403、08603404、
08583028，声明作废。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河南分所于2018年5月21
日给镇江市丹徒区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四份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式两联)发票联不慎遗
失：发票代码4100171320，发票号
码:No02241295，金额为100000元
人民币；发票代码4100171320，
发票号码：No02241296,金额为
100000 元 人 民 币 ；发 票 代 码
4100171320，发票号码:No02241
297，金额为 100000 元人民币；
发票代码 4100171320，发票号
码：No02241298，金额为100000
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声明公告 ●洛阳市吉利悉恩酒店河南增
值税专用发票丢失，代码号4100
173130票号01084822，声明作废。
●2018年5月20日出生的张梓
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08312，声明作废。
●2014年9月18日出生的杨韵
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54450，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俊香焖饼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422620120446，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军芳服装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422601015243，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文华图书文具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159739，声明作废。
●2011年2月24日出生的周文
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324863，声明作废。
●康逸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1975418，声明作废。
●2015 年 10 月 07 日出生的刘
文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70191，声明作废。
●2012 年 08 月 08 日出生的黄
裕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47706，声明作废。
●2016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的靳
依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829317，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明君服装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422601013535，声明作废。
●2013年5月2日出生的薛志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606752，声明作废。

●本报 2018 年 1 月 16 日 15 版
发布的注销公告中虞城县兴田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412
3212000280)原文中“经股东决
定”现更正为“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

●雷建军（税号4130271981111
7473901）增值税普通发票丢
失，代码4100173320，票号152
06886，声明作废。
●李秀梅位于长葛市一峰城市
广场北楼 1123 房契税发票丢
失，票号00991509，特此声明。
●李小丽位于长葛市伊顿公馆
五号楼2204房契税发票丢失，
票号00991765，特此声明。
●淮阳县长顺货运有限公司豫
P2A026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626009959，声明作废。
●2011年8月8日出生的唐诗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L410901407，声明作废。
●商城县点食成金大酒店（税号41
302719721124326601）增值税普
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41001723
20，票号22828509，发票代码41001
73320，票号15222339，声明作废。
●淮阳县曦农汽车出租有限公
司财务章丢失，编号4116260002
568，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橙语饮品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105MA45AQFH93，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3日出生的冯宇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122449，声明作废。
●泌阳县明良养殖场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1726MA40LGL57C，声明作废。
●新蔡海翔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4117290000
03096）、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商丘市正鼎路桥试验检测有限
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064000395301，声明作废。
●西华县通信线路工程设备维
修中心公章遗失，印章编号:411
6220003382，声明作废。
●兰考县花永红焊接部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22561
8045311，声明作废。
●博爱县宏发预制构件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2100000054，声明作废。
●信阳信合酒店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固始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411
525000017180）遗失，声明作废。
●方城县红星小辣椒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22NA000026X，声明作废。
●鹤壁中海驰安防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0600MA3XAUBY7M，声明作废。
●西华县月亮风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91411622MA3X
EGXQ57）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翔通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3M27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8934，声明作废。
●虞城县城区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91411425683156
5480）、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方城县拐河镇崔庄福顺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93411322
MA3XHH9C78）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运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Y165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9545，声明作废。
●卢氏县玉皇山鑫金矿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汤河乡慧发矿产品购销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连通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2000007353，声明作废。
●洛阳龙崖农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0326072676966F，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文梅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11421611161
14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张蕾，郑房权证字第1401204
442号房屋所有权证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周口市华骏物流有限公司豫
PJ1992（411620028715）、豫P7A
59 挂（411620028719）营运证遗
失，声明作废。
●汝阳县炎通耐火材料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
26000005581，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
（2015）辉执字第838-4号执行
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孙
水平位于辉县市太行大道中段
路南东方星园14号楼一单元二
楼东户的房屋登记（产权证号：
201600919）已被撤销，现公告
该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辉县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

● 虞城县旭发工量具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2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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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艺佳装饰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0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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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四通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6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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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西焦路宏丰加油站（普
通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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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浩海康达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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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荣翔苗木种植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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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鼎盛畜牧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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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阳天涛商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代码91410326MA
448RLK2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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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斧头
6 月 5 日凌晨 5 时 20

分，淅川县法院内警灯闪烁，
60余名干警、14辆车整装待发，“夏
季凌晨风暴”正式打响。随着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王建军一声令下，干警们兵分三路，
按照预定方案开始行动。淅川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朱林森及 4 名县人大代表全程跟
随，见证执行。

“古语说‘人无信不立’，做人要讲究诚
信。你家住着独家小院，装修得也不错，却
要当‘老赖’……”5 时 40 分许，在该县上集
社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衡
某家里，朱林森劝衡某年仅18岁的儿子全某
要讲诚信，不能做一个失信的人。据了解，
衡某经营着一家服装公司，欠下申请人李某
20万元借款久未归还，并长期躲避执行。临

行 前 ，
朱林森叮嘱

全某要转告其父
母，让他们主动到法院说明情况，及时还款，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据统计，在当天3个
多小时的执行行动中，该院共拘传失信被执
行人 10人，其中司法拘留两人，当场履行还
款义务1人，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7人，执
行到位标的额16万余元。

“此次活动不仅向社会彰显了该院严惩
‘老赖’的决心，而且营造了诚实守信的社会
氛围，为促进我县的经济发展增添了信心与
活力。干警们不畏艰辛、攻坚克难的精神值
得学习！”全程见证执行的县人大代表、众泰
机械公司总经理邓绍武由衷地说。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李伟东 张长海/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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