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县昆阳镇老贾白铁加工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064410，声明作废。
●商水县康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税控盘丢失，盘号661710185
790，声明作废。
●巩义市紫荆张亚兰副食品商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181MA441E052D，声明作废。
●2016 年 01 月 06 日出生的杨
依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60795，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学洲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48160
0016631，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孟津县金属公司
支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孟津
县木材公司支部委员会、中国
共产党孟津县燃建物资公司支
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孟津县
农房建材成套供应公司支部委
员会，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商务局关于升级改造
加油点为标准加油站公示

根据《河南省商务厅关于预
确认新蔡县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
站建设规划的通知》（豫商运
【2016】173号）文件的精神，结合
我县实际，经初步审核，现将拟升
级加油点为标准加油站进行公
示。1、新蔡县孙召集北2公里处；
2、新蔡县砖店镇东1.5公里处；
3、新蔡县佛阁寺镇西1.2公里处。
新蔡县商务局 2018年6月28日
●冯欢，男，B型血，息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科员，三级警司，警官
证丢失，警号189400，声明作废。
●2006年1月11日出生的乔未
珂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410968271，声明作废。
●鄢陵华汇星运输服务有限
公 司豫 K27276、豫 KR926 挂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分别为
411024005314、411024005313，
声明作废。
●王富强郑房权证字第10010
57636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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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公告

●临颍明记饲料购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2M
A44EP6T8E）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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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润和物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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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昌桦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阳县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
遗失，账号：4100150921005020
7555，核准号：J4962000520301，
现声明作废。
●河南宝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5MA3X9W7G45，财务章丢
失，现声明作废。
●来畸，男，汉族，出生于 1983
年2月9日，身份证号410527198
302091412，内黄县公安局后河
派出所，警号133739，于2017年
2月3日，在内黄县后河镇不慎
将警官证丢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新豫汽车维修部不慎
将兰考农商银行营业部银行
开户许可证丢失，账号：000003
18178800310012，核 准 号 ：
J4925000470701，现声明作废。
●缴款人王会贤、孙国宝、孙国
强、孙国培于2017年12月5日交
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445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0896624 的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
罚没收入专用票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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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图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
79436050F，营 业 执 照 副 本
(2-11、3-11、5-11、11-11)丢失，
声明作废。
●武陟县宏发土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NA000340X，声明作废。
●武陟县林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0823063800216Q，声明作废。
●南乐县同发养殖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文艺农机服务农民专
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
失，代码：58708116-0，声明作废。
●周口市舒顺货运有限公司豫
PY3196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83039，声明作废。
●周口市舒顺货运有限公司豫
PX0303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2786，声明作废。
●周口市舒顺货运有限公司豫
PK5323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83056，声明作废。
●民权县龙塘镇恒盛加油站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号
码:11911347，声明作废。
●河南牟山电梯有限公司开封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0205MA40HTF79Q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群舒源饺子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36283，声明作废。
●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以下民办非
企业单位已经在我局核准登记，
特此公告。1.名称：三门峡市湖
滨区启航英语培训学校；统一代
码 ：52411202MJG441517H；住
所：三门峡市黄河路东段；法人：
朱元凤；主管单位：三门峡市湖滨
区教育科技体育局。2.名称：三门
峡市湖滨区艺苑轩美术培训学校；
统一代码：52411202MJG44150
9N；住所：三门峡市黄河路北八街
坊院内；法人：谭冰莹；主管单位：
三门峡市湖滨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周口万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Z0230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36367，声明作废。
●南阳博济纺织品商贸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范县众合物资建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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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建国生物技术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社员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濮阳市尊驰牧业生物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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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该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范县亿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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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远航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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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豫商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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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金秋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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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粮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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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方城县鸿鑫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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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双源物资有限公司（4106
00100001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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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华荣服装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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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畅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PU977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35379，声明作废。
●虞城县城区食品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062000131702，声明作废。
●范县建国生物技术农民专业
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926NA000148X声明作废。
●李松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R410871048，声明作废。
●河南诺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3024454，声明作废。
●叶县水寨乡优狐电动车专卖
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112760，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8日出生的关博
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36709，声明作废。
●范梦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1948698，声明作废。
●柴雨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O411504717，声明作废。
●2014年2月14日出生的张家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04216，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亚达家电经销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089467，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妈妈爱我童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101750，声明作废。
●2013 年 12 月 16 日出生的施
柯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84569，声明作废。
●睢县无饿不坐食府发票领购
簿丢失，税号92411422MA40X
62W5U，声明作废。
●西峡县润航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323MA44X9J2XJ，声明作废。
●鹿邑县天一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1628000016317，声明作废。

●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起拍价更正公告

本院原定于2018年7月30
日 10 时至 7 月 31 日 10 时在安
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郝
具只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区人
民大道与永明路交叉口东南角
上城公馆1号楼3单元4层01号
房产，起拍价更正为898900元。

●新乡市东鹏玻璃器皿有限公
司大召营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721MA44J6HN4L，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梁铁志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032758
0512501，声明作废。
●郑州麻晕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5MA40L7CU
X3，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丰元足浴店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102MA441F2M7J，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丰元足浴店定额发
票票根丢失，（1）发票代码：1410017
50072，发票代码名称：通用定额
发票（壹佰元）发票起始号码730
08701，发票终止号码73009450；
（2）发票代码：141901650062，发票
代码名称：通用定额发票（伍拾元）
发票起始号码31118251，发票终
止号码3111855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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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
者 27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
印发通知，决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全面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
位认证服务收费。

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
证服务收费后，已在高校学生学籍
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
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
原则上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
此前，教育部已将学历学位信息数
据库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据新华社昆明6月27日电 暑
期临近，旅游高峰将至。云南省工
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27日发布
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参团旅游应
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做好出行前准
备，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并理性解决
消费纠纷。

消费者出游前应了解旅游目的
地天气状况，做好防暑、防雷、防雨
准备；不轻易参加未开发线路探险
旅游；游览地势险要的自然景观时，
应留意景区危险地段的警示标志，
切勿前往禁止进入的区域。云南省
消费者协会特别提醒，应谨慎选择
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游
玩项目；旅行途中应保管好个人财
物和身份证、护照等重要证件。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27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近日发
布第18批共4件指导性案例，包括1件刑
事案例、1件行政案例和2件民商事案例，
供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指导案例93号《于欢故意伤害案》旨
在统一刑法中正当防卫认定的具体裁判
标准,对于被告人行为所涉法律适用问题
进行了明确，包括是否具有防卫性，是否
属于特殊防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以及
如何定罪量刑。该案例明确了刑法第二
十条规定的“不法侵害”“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概念和内涵，明确了
审理此类防卫过当案件应当考虑的因素
和定罪量刑的标准。

指导案例94号《重庆市涪陵志大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诉重庆市涪陵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
认案》裁判要点确认：职工见义勇为，为
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的为维护公共利益受到伤害的情
形，应当视同工伤。该指导案例明确将
因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见义
勇为受伤的情形视同工伤，符合法律原
则和精神。

指导案例9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诉宣城柏冠贸易
有限公司、江苏凯盛置业有限公司等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确认：当事
人另行达成协议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
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该最高额抵押担保
的债权范围，只要转入的债权数额仍在该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即
使未对该最高额抵押权办理变更登记手
续，该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仍然及于被转
入的债权，但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

响。指导案例所涉情形是否需要对最高
额抵押权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物
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规定。
该指导案例确认的裁判规则，准确把握
了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立法精神、设
立目的和作用。

指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
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
纠纷案》裁判要点确认：国有企业改
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
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
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司法等
法律强制性规定，可认定为有
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
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
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
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指导
案例涉及国有企业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时初始章程
约定“人走股留、公司回
购”条款的效力问题，有限
责任公司章程约定对股
东股权转让进行限制以
及公司回购股权条款在
企业改制中较为常见，
但对于此类条款的效
力，我国现行法律及
司法解释中并无明
确规定。该指导案
例确认的裁判规则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
司治理的基本原
则精神，具有一定
普遍性，对于类
案审理具有一
定指导价值。

新华社南京6月27日电 有些
老人机自带的微信软件居然是没
有得到授权的“李鬼”版微信。近
日江苏常州检方依法批准逮捕了一
起“李鬼”微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初，市民陈女士发现自己手机
里的“微信”隔三岔五冒出一些二手车
和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微信官方客服
表示，他们接到全国不少用户的类似反
馈，经核实，这些广告并非微信官方推
送，也就是说，陈女士手机上的“微信”并
非正版。

腾讯公司安全部门介绍，“李鬼”
软件具备和微信相同的聊天、语音等通信
功能，破坏了微信的安全认证与通信控制
机制，微信用户的资金安全也存在风险。该
软件由浙江鹈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腾
讯公司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
陈洪星介绍，鹈鹕公司法人代表黄某交代，由于
功能机内存较小，腾讯微信软件无法在功能机上
安装或下载。2016年9月，他的一个客户提出开
发功能机微信软件的需求，为了留住客户，黄某接
下了这单生意，让软件工程师吕某对微信软件进行
逆向破解，再让另一名工程师宋某做出功能机专用
的微信软件。

而这种“李鬼”微信在功能机上大量安装，还有
两家深圳科技公司帮助推广。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国内高等教育学历
学位认证服务收费

下月起全面取消

暑期出游安全为要

于欢案入选

老人机自带“李鬼”微信
竟是黑客为厂家定制

最高法发布第18批指导性案例

云南发布消费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