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密切警民关系，激发爱国热情，近日，
封丘县公安局尹岗派出所以“一村一警”工作
为载体，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幼儿园，向孩子们
讲解国旗知识，带领大家齐唱国歌，共祝祖国
繁荣富强。

张进昌摄影报道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刑侦党支部组织开
展“助力农忙”主题党日活动，号召支部党员走
进农村，及时解决群众农忙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为老百姓做实事、好事，永葆党支部为人民
服务的政治情怀。

马妍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方城县检察院在
职能“瘦身”后在全院开展“做好一二
三，文明好机关”活动，要求全院干警在
开展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将节俭之风内
化于心外践于行，与点滴言行融合为一
体，进一步提高工作质效，建设节约型
文明单位。

“一要降低”，即要降低单位办案用
车耗损，严禁公车私用。对于需要出差
办案、下乡取证等，该院集中管理车辆，
集中指派公务用车，严禁人少车多的现
象，要求合理安排人员和路线，提高公

车使用效率，降低油耗。
“二要简化”，即简化会议和简化接

待流程。对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通
过信息平台传达工作部署，该院主要以
内网通告、手机短信平台告知等方式传
达上级和本院党组的工作安排。在接
待工作上，该院要求既要有礼有节又要
精简节约，做到合规接待，严格控制陪
同人数和接待费用。

“三要节省”，即节省水电和办公耗
材。该院严禁水、电浪费现象，计财科
定期检查无人亮灯、无人空调、无人待

机等弊病，一旦查明，立即通报批评；通
过“双网”办公逐步推进无纸化办公，与
地方党委政府、市直部门和其他兄弟院
的非涉密文件都在网上流转，同时推进
检察内网办公、办案系统及电子邮件等
一系列的内网信息化应用。在提高办
公效率的基础上，该院要求杜绝纸张浪
费，倡导双面打印，降低办公耗材。

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干警注重从一
点一滴做起，厉行节约，以自身的实际
行动践行节俭、高效、文明公务理念。

（时国庆）

本报巩义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
伟 通讯员 李韶峰）近日，数十名被执行
人一次性将 50 万元执行款送至巩义市
法院执行局，并就余款达成还款协议，
使得一起 400万元标的案件得以执结。

2008 年 4 月 2 日，巩义市某银行与
巩义某碱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 4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09 年 2 月 22 日止，巩义市某碳
素公司及 9 名人员签订了保证合同。因

该碱业公司未按约定进行还款引起诉
讼，巩义市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被告
公司偿还原告银行 400 万元及利息，巩
义市某碳素公司及 9 名签署保证合同的
人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因案件牵扯到的被执行人比较多、
标的较大，且其中一名被执行人已经去
世，所以执行起来尤为棘手。其间，执行
干警多次通知被执行人到执行局协商还
款事宜，但是被执行人由于人数众多所

以一直统一不了时间。后经多方努力与多
次协调，执行干警终于将所有被执行人约在
9月4日8时一同赶至巩义市法院执行局。

执 行 干 警 张 秋 锋 和 其 他 干 警 一
起，对被执行人释法明理、耐心调解终
于换来被执行人的理解与配合。在历
时近 7 个小时后，被执行人终于将还
款金额分配问题达成一致。近日，被
执行人按约定将 50 万元执行款交至
执行局，并就余款达成还款协议。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东 通
讯员 刘朦）古人云：“往而不来，非礼
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就告诉我
们，礼节注重的是有来有往，情意应当
是双向的，然而，这个失信被执行人李
某，来而不往，亦非真君子也。

事情得从 2015 年 8 月份说起，被执
行人李某与申请人朱某系朋友关系，
李某因生活有难向朱某借款 3 万元，并
出具欠条一份，朱某以现金方式将款
项支付给李某。后朱某多次催要无

果，于是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返
还借款 3 万元及利息。经法院主持调
解，李某同意于 2018 年 2 月 25 日之前
给付朱某借款 3 万元，然而，李某迟迟
不还。于是，朱某向中牟县法院申请
了强制执行。

然而案件执行起来并不容易，执行
干警贾慧政拿到案件后，多次去李某家
中寻找，但都无功而返。因被执行人拒
不申报财产，法院决定对其拘留15日，拘
留期满，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又对其

进行拘留。
由于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

财产，执行过程一时陷入僵局。直到 8
月份，案件有了转机，贾慧政经多方调
查了解到被执行人李某家中拆迁，将
得到一笔拆迁款，于是，立即向李某所
在的镇政府送达扣留拆迁手续。

在二次拘留期间，被执行人李某
得知近期会发放 4 万多元的拆迁款，
权衡利弊后，李某让其家人凑钱将执行
款送到法院执行局，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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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释法下合同纠纷案圆满执结

多方调查后法院用拆迁款巧执行

抓住三个点 构建节约型机关

●安阳市四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1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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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人黄志江2018年05月07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12440.0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0165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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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人翟永国交纳的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7780.00元所出具的
票号为（2018）豫0108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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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郜浮涛，1966年7月1日生，身
份证号：410901196607010555，
郑州人民警察学校毕业证（中
专）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凯晟广告展示用
品制作室遗失发票专用章，编号924
10703MA44LQEE71，声明作废。
●濮阳市亿丰时代广场龙须灯饰
门市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993607174642，声明作废。
●安阳金诺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500693501624A声明作废。
●魏金城，1992 毕业于南开大
学，行政管理专业，函授大专，
毕业证编号 920934，毕业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金斗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2016版增值税普通
发票8份（二联，发票代码：4100
171320，发票起止号：25761344-
25761351）,声明作废。

●泌阳县铜山乡卫伟副食日杂百
货门市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1726614171519，声明作废。
●河南中远物流有限公司豫
LB6637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104007340，声明作废。
●周口路路通物流运输有限公
司 PE6612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02202951，声明作废。
●周口如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V0419（411620068985）、豫
P2M62 挂（411620068986）营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五新乡村饭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11622
MA44L88EX7，声明作废。
●郸城县铭荣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财务章遗失，编号：41162500
04311，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 豫 PF0760（411620084829）、
豫P35W5挂（411620084830）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项城市清水泉农牧专业合作社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代码：
55572001-X，声明作废。
●平舆县康源药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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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减资公告

●安阳市圣鑫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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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现民

电话：13949516777

●项城市新思图环卫设施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681000011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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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禹州市强盛厨具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108135839220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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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项城市鹏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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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胜越棉纱加工厂经投资

者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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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市东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

校（统一代码9141030078053204

X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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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豫A38AC3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18431，声明作废。
●李传勤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21705，声明作废。
●2014年9月28日出生的闫雅
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52885，声明作废。
●张琼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S410031082，声明作废。
●刘海刚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79637，声明作废。
●朱秀霞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64334，声明作废。
●2018年7月8日出生的郑毅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S410009620，声明作废。
●2018年10月14日出生的李果
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44104，声明作废。
●2018年4月27日出生的郭子
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76732，声明作废。
●2015年3月9日出生的邵渝涵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656974，声明作废。
●洛阳市吉利区0046香辣虾税
务登记证丢失，税号410306198
007130535，声明作废。
●宁陵县亚成废品回收有限责
任公司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丢
失，票号35882537-35883036代
码141001320043，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9日出生的王皓
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89019，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16日出生的曹启
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40019 ，声明作废。

●商城县郭氏建材有限公司通
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丢失，发票代
码141001120043，票号37611746，
发票代码 141001320043，票号
37767289，声明作废。
●信阳市羊山新区金洋门业发
票丢失，发票代码4100173320，
票号15470093，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玲伟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729627
079319，声明作废。
●漯河盛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LV079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2014211，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王淑铃小吃店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328690141411，声明作废。
●汝南县袁月英麦草画工艺品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
号412826688182374，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三明服务中心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5
03198003091032)遗失,声明作废。
●泌阳县双庙街东港加油站成品
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丢失，
油零售证书第：41170170，声明作废。
●郑州中联包装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 ，注册号：4101
002204020，声明作废。
●洛阳群强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豫
C82279营运证丢失，道路运输证字
号：洛字410316018984声明作废。
●杨俊，1994年毕业于河南广播
电视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证不慎丢
失，毕业证号：9402069，声明作废。

●濮阳县孔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市源迪石化产品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030609846120X2）

经股东大会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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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盛大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代码9141010655571

4867G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胡小娟、齐如利

等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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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530077685）

●西峡县经纬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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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豫平不锈钢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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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董祥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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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鑫鑫防水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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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