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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郑州铄宏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财务章丢失，小码：410184
0083230，声明作废，特此说明。
●2019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的张
雨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021887，声明作废。
●2019年8月3日出生的李帅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0996512，声明作废。
●2017年7月19日出生的孙艺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1970238，声明作废。
●2017年8月16日出生的高睿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2117683，声明作废。
●卫东区小莉烟酒店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403608202
981，声明作废。
●2014年3月6日出生的宋婉依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140922499，声明作废。
●商城县尊祥珠宝税务登记证
副本丢失，税号4130271968071
20019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信阳诚信名车广场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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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诚信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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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公告

●郑州雅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M

A3X8BM30B)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本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淮阳县文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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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开学啦教育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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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 梦 雨 ，今 年 16
岁，2003年9月1日在
郑州市经开区祥云办
事处后魏村西头路边
被人抱回去收养，当时女婴刚
出生，小脸，大眼睛，蓝色小棉
被包着，现一直由养父张军营
抚养，居住地为后魏村。现寻
找我的家人。 张军营联系方
式：15729394089。

减资公告

●河南利斯特棉业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50620
00789602，声明作废。
●临颍县王岗镇智慧星幼儿园
公章遗失，编号：41112200277
23，声明作废。
●周口市鸿远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Z6622（411620023337）、
豫 P6R75 挂（411620090777）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车辆
号牌豫P1B902，运输证号（豫 周字
411620076203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福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员
工王艳芳，因违反公司相关制度，
已经于2019年6月13日被公司开
除，并解除劳动关系。此后王艳芳
一切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本公司
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郑州福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杨正芳位于潢川经济开发区广

场大道，土地证号：信潢开国用

（2008）第019号、面积：791.32㎡、

地号1-22-18号，土地证号：信潢开

国用（2008）第006号、面积1806.75

㎡、地号：1-22-01-1号的两本国

有土地使用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2016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的殷

梓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93075，声明作废。

●沈丘县赵德营镇刘庄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财务章丢失，编号

4116240010437，声明作废。

●驻马店诚利物流有限公司豫

QF1801/S503 车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721029996声明作废。

●西平永兴货运有限公司豫

QR505挂车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721026087声明作废。

●宝丰县盈收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0421MA45D6Q
79J）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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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宜阳县兴利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410327NA00020
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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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平县帅起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豫QY186挂车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721031198声明作废。

●2008年8月8日出生的易上

金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71449，声明作废。

●2008年8月8日出生的易上

金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71450，声明作废。

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13838110713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新华社昆明12月23日电 2019 年 12
月 23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
1997 年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
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再审案件依法公开宣
判，判决认为该院 2007年 9月作出的原再
审判决以及1999年3月作出的二审判决对
孙小果的定罪量刑确有错误，依法予以撤
销，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 2月
一审对孙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其出
狱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
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查
明，孙小果因 1994年犯强奸罪，于 1995年
12 月被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上诉后被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案件办理期间，其父母通过伪造
病历帮助孙小果非法取保候审、保外就医，
致使其未执行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
长期逍遥法外。

在未收监执行期间，孙小果于 1997年
4月至 6月以暴力和胁迫手段强奸四名未
成年少女，其中一名为幼女（未遂），其行为
构成强奸罪，且在犯罪中具有强奸妇女多
人和在公共场所劫持并强奸等特别严重情
节，同时还具有非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
当众强奸、强奸未成年人、刑罚执行期间又
犯罪、强奸罪再犯等多个法定或酌定从重
处罚情节。

1997年11月7日，孙小果及同伙在公共
场所挟持两名17岁少女，对二人进行暴力伤
害和凌辱摧残，致一名被害人重伤，犯罪手
段极其凶残，其行为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和
故意伤害罪。1997年7月13日、10月22日，

孙小果伙同他人肆意在公共场所追逐、拦
截、殴打他人致三名被害人受伤，破坏社会
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
孙小果无视国家法律，多次实施犯罪，犯罪
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主观恶性极
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属于罪大恶极的犯罪
分子。该案原再审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
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次再审依法予以纠
正。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2月一审
认定孙小果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犯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
1994 年犯强奸罪未执行刑期二年四个月
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
当，依法应予维持。

本次再审期间，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孙小果于 2013 至
2018 年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和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
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
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维持原判对
孙小果的定罪量刑。该判决已经生效，所
判处的刑罚应与本次再审确定的刑罚合并
执行，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孙小果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
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宣判。

记者：本次再审中，发现原再审判决和二审判决有哪些
错误？云南法院系统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案历经1998年一审、1999年
二审以及2007年原再审三次审理。本次再审查明，本案原再
审和二审否定一审认定孙小果强奸幼女的事实并据此改判，
与本次再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二十多年来，孙小果多次犯罪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惩
处，相关犯罪事实以及司法腐败情节触目惊心，严重挑战社
会公众及法律的底线，社会各界高度关切，对事实真相拭目
以待。彻底查清孙小果案，对案件所涉“关系网”“保护伞”一
查到底、绝不姑息，彰显司法机关直面问题、勇于纠错，维护
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下一步，云南法院系统将抓住孙小果案这一典型案
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查找案件中
反映出来的队伍管理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深入查找执法办案监督制约机制中存在的漏洞、短板，举
一反三，引以为戒，加强整改教育，切实建章立制，不断提
升执法能力和水平。 (据新华社）

原判决错在哪里？
云南法院应吸取什么教训？

宣判后，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有关负责人。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孙小果再审案孙小果再审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