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笑乐:
本会受理河南宏信达置业有限

公司申请仲裁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
书。望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并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
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
裁庭。本案定于2020年5月19日上
午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不按时到
庭本会将依法缺席审理。

本会地址:河南省许昌市东顺河
街与东大街交叉口向南鼎鑫•鑫悦
广场D座7楼。

许昌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5日

公 告

公 告
李润峰（身份证号:411221197608285537):

曹坚贞（身份证号:411221197508065510):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书》样本、《三门

峡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三门峡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名册》、《仲裁程序及仲裁员选

定意见书》样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会递交答辩书

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26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5日

杜文静：

你是河南东泰物业有限公司的

股东，自公司2016年7月份成立至

今，你没有到公司报到，没有参加公

司任何工作程序，没有履行任何股东

出资义务，没有投资任何费用，没有

履行任何法定义务。请自通知发出

之日起30日之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业

务手续并交纳投资份额，逾期视为放

弃股东身份，公司依法给予除名。

特此通知。

河南东泰物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出资款催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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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早点回来。”
女儿稚嫩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荡，戴着口罩的

王永峰已走在了去单位的路上，妻子虽没说什么，但是
王永峰知道她有多担心。

作为新乡县检察院一部的检察官，王永峰明白他
肩上的责任不只是妻儿。自春节假期开始，王永峰便
坚守在办案岗位，主动承担起了保障案件正常进行的
职责。

“特殊时期，出门在外随时面临着被感染的危
险，但检察办案有期限耽搁不得。我们有 3个同事在
外县区居住，有的封闭在村里出不来，这个时候 ，我更
不能退缩，得让女儿知道爸爸有能力保护她，也让儿子
知道男子汉该有的模样。”面对春节假期的逆行，王永
峰有自己的解释。

这一逆行就坚持到了正常复工。这期间，他充分
利用线上办公模式，针对即将到期案件，联系部门检察
官，以视频会议形式在线讨论案件。当案件有需要出
相关手续或者办案文书时，王永峰主动提出由自己到
院里办理，既减少了部门人员聚集，提高办公效率，又
降低了疫情感染风险。

1月 30日，段某报案称其向陈某交纳了 8000元订
金用于购买口罩，想捐赠给物资紧张的医疗机构，但交
完订金后，陈某便玩起了“人间消失”。次日，陈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

在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后，王永峰提前介入了该
案件，引导侦查取证，提出引导侦查意见，采取快速审
查、快速办理，从案件受理至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仅用了
两天时间。

陈某诈骗案移送审查起诉后，王永峰第一时间对
该案进行了详细审查。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情
况，为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王永峰电话联系被害人告
知权利和义务，并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同时协调技术部
门开启了远程办案系统。2月 13日上午，王永峰便迅

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远程讯问，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进行详细讲解，同时听取了值班律师意见，犯罪嫌疑
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错和忏悔。王永峰当天下午就
提起公诉。

2月14日上午，公诉人王永峰通过远程网络，同法
庭及身处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陈某连线，开始了这场

“面对面”却又“零接触”的庭审。新乡县法院采纳了公
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当庭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金4000元，陈某表示不上诉。

“零接触”的远程办案模式实现了快捕快诉的检察加
速度，形成了打击涉疫案件的合力，同时震慑了潜在违法
犯罪行为，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在疫情防控期间，电子光盘数据、“三远一网”技术
以及强国视频会议、钉钉工作网等办案手段，有效避免
了当面接触进行讯问、询问等工作，让王永峰这样的逆
行检察人有了更多的保障。截至目前，王永峰受理了
审查逮捕案件14件27人，审查起诉案件13件16人，办
结审查逮捕案件12件25人，提起公诉7件8人，其中涉
疫批捕案件2件3人，涉疫审查起诉案件2件3人。

春暖花开了，王永峰虽不再逆行，但办案、抗疫他
一直在线。

逆行中的“检察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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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人郑州瀚宇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在新
郑法院缴纳的诉讼费5531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0393829的《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联
（第一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新型职业农民协
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
本，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14110
23MJG375011A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诺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
12300448）、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均已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嘉华耐火材料集团洛阳
文恺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933001
225801，声明作废。
●周口市祥瑞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Y479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4403，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本人高超峰，现
和养父高胡闹居
住在洛阳市涧西
区辛店镇昌沟村7
组 27 号 ，于 2001
年5月21日在洛阳市涧西区辛
店镇柳行村砖厂旁边小路上被
养父捡到，收养至今。现寻找
亲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洛
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管理
大队，电话：0379-64118110。

●邓州市要玩酒吧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381MA
45ADGR1H，声明作废。
●邓州市清灵茶阁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4113816292008
04，声明作废。
●平舆县锦程置业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28270001610）丢失，
声明作废。
●虞城杜集岗叉楼精准扶贫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统一代码：93411425M
A44MW57R，声明作废。
●刘宇轩出生医学证明信息错
误，编号P411056548，声明作废。
●原舞阳县地方海事处公章（编号
4111210008955）、财务章（编号
4111210008956）作废，特此声明。
●2016年11月14日出生的李
艺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701576，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V886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3815，声明作废。

●汝南县闹闹猪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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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鹿邑县红源林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代码：93411628MA469
9G2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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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0日出生的付朵
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63156，声明作废。
●潢川县春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526MA478M4X
XG，2019年8月19日启用公章、财
务专用章现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9年11月16日出生的马
舒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349029，声明作废。
●徐郁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U410296029，声明作废。
●2005年7月26日出生的周柯臣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父亲周城鑫
412726198003210019，母亲赵静
412726198209100026，声明作废。
● 声 明 公 告
郑州宏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自
登报之日起，所有签订的合同、协
议书、担保合同没有公司法定代
表人签字和委托均属于无效，由
此造成的法律后果，本公司概不
承担责任。特此声明。

声明人：郑州宏祥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2017年2月1日出生的张昱
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09780，声明作废。
●2017年2月3日出生的张轶
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09781，声明作废。
●成立公告：单位名称:伊川县
立方职业培训学校，证号: 52410
329MJY4317681，法定代表人:
代晓方，地址：伊川县城关镇八
一路与豫港大道交叉口北 50
米，在伊川县民政局登记成立。
●贾书林注册号4114256130329
56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鹿邑县智强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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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兴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628MA471RE
L0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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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通达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628MA4698Q
A8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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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三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
3416053661）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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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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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红瑞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628MA46C1W
G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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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任艳岭 孟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