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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万元
涉案商铺

两个多小时
强制交付

河南法制报记者从执行现场获悉，近

年来，信阳市中级法院不断加大执行力

度，以高压态势全面依法惩戒，打击

规避、逃避、抗拒执行行为，有效

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让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

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陈思思）5 月 10
日，信阳市中级法院对该市羊山新区金
上海湾房地产项目的涉案商铺开展强制交
付行动，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生效
法律文书的权威性。

据介绍，该院在执行胡某某与金瑞章及
信阳豫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未按照法院的执行通
知书及时履行相关商铺的交付义务。

该财产历经法院查封、续封，历经法院司法
拍卖并裁定过户，在法院查封、评估、拍卖过程
中，各商铺承租人自行装修经营，并在法院多次
敦促交付下仍拒不交付。

5 月 10 日，法院对涉案商铺进行强制交
付。

执行局精心制定商铺强制交付行动预案，
对执行警力配置、集结时间、车辆保障、人员安
全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进行详细部署。

此次强制交付行动，集结近 60名干警，分
8 个小组，由该院法警支队支队长、执行局负
责人李忠智任总指挥。

当日上午 8 时 40 分，该院执行局与法警
支队干警乘坐 10辆警车同时出动。

“按照分工预案，全体干警立即行动！”9时
许，随着现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外围警戒拉
起，每隔 30米一名法警，安全保卫人员对现场

周 边 进 行 巡查
保卫。同时，执行
干警再次前往各涉案
商铺对相关人员进行说
服教育，要求其积极配合法
院的执行活动。

强制开启、清点登记、物品搬运
等一系列行动紧张有序地运转开来。

区分对象、区分案情、分类实施，对3
个承租人现场达成租赁协议；对经营茶庄的
靖某某和经营酒庄的严某某从司法关怀的角
度，促成签订延期一个月腾房合同，限期搬离；
对拒不到场且不配合搬迁的被执行人的4间商
铺进行强制开启、强制搬迁；对前期已腾空的
两间商铺进行现场交付……公证机构工作人
员对执行全过程进行录像和公证。

当天上午11时30分许，建筑面积2296.69
平方米、评估价值近 1800万元的涉案商铺全
部交付申请人。

信阳稳妥执行，现场公证，全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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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促学、以考促练。5月9日，许昌市公安局
东城分局组织全体辅警开展警务实战技能考核。

记者 胡斌通讯员 田青 摄影报道

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期间，焦作市公
安局认真做好安保工作，保障活动顺利举
行。记者 刘华通讯员 张玮 摄影报道

5月10日，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积极配合
交警联合执法，严查紫荆山立交桥附近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记者伍红梅通讯员荆宝萍胡海亮摄影报道

●固始瑞丰农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525337113086E）经

投资人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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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鹿邑县安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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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王玉领 0489550 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置业有
限公司兰考分公司行政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哈拿服装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2410102
MA4414AR9T）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富通五金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5002000409，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和心凉皮店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500MA45WBHE6U，声明作废。
●吴梓瑞《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038436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伟辰，男，身份证41122119
731017229X，1993 年 7 月由郑
州人民警察学校颁发的中专毕
业证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2月25日出生的户楚
楚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232152，声明作废。
●侯建利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92
410225MA457MTYX4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李记国蔬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4MA44QXBT
7Y，声明作废。

●范县豫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9
26NA000082X，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荣信矿业有限
公司行政章、财务章、税务专用
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汤明红营业执照副本（4112
24610072432）遗失，声明作废。
●泌阳县刘方奥星跆拳道健身
中心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1726614191941，声明作废。
●临颍县天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1122MA4414477E，声明作废。
●虞城县锦锦食品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1142
5MA45EMTJ5A，声明作废。
● 公 告
河南元典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经营者：任鹏程）：因无法联系
你单位，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平新人社监察催字【2019】第
005号《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催告书》，平新
人社监察催字【2019】第 006 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催告书》，限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60日派人到我单
位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2019年5月13日

●西峡县万企为尔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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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南程庄黑芝麻种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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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瑞洲玩具厂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嘉园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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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龙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5000455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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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11 日出生的顾

芷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526415，声明作废。

●2014年3月8日出生的李嘉

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24613，声明作废。

●2019 年 03 年 25 日出生的王

亦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017737，声明作废。

●2013年1月6日出生的郜凭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468056，声明作废。

●谢铁留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流水号073103，证书编

号D4111040076098，权证代码41

1104203206020024J），声明作废。

●张馨薇位于鹿邑县卫真路西段

北侧土地证丢失，证号鹿国用

（1999）字第000259号，面积216

㎡，房产证丢失，证号0023280，

建筑面积322.35㎡，声明作废。

●李玉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1425613302842，声明作废。

●刘传兵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一代码 92411425MA4239T
M1D，声明作废。
●邓州市张波副食门市部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1381600040830，声明作废。

●光山县新动力电脑科技城营

业执照（注册号4115226071275

48）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税号

411522198607221264）正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代码L6615787-1）

正副本，增值税发票（代码41001

62320票号28910181,28910182,

28910188,28910190）定额发票

(代码141001550072票号929675

51-92967850）票根丢失，声明作废。

●朱团结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26073，声明作废。

●2018 年 10 月 13 日出生的时

梓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46572，声明作废。

●偃师市大口乡马村利红农资土杂
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381600068231，声明作废。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郑州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10192300025769）、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52010
2590422303）、公章、法人章、财
务章均遗失，特此声明。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郑州分公司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号：J4910006070701，特此声明。
●周口市富华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6D36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24785，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P5B63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86828，声明作废。
●民权县绿洲刘瑞英儿童服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
411421MA45X59E49，声明作废。
●郭付顺位于舞阳县舞泉镇张
家港路西段北侧土地证丢失，
证号舞国用（2007）499号，面积
5526.9㎡，声明作废。
●舞阳县侯集镇人民武装部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周杰客、货运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证丢失，证号41282819700
318153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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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三门峡保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50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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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