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喂！110 吗？警察同
志，我现在在县城杏山大道与健康路
交叉口，有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找不
到家了，正坐在马路牙子上哭呢，你
们快来看看，帮他找找家人。”

近日，镇平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
接到热心群众的报警求助后迅速安
排民警赶赴现场。在现场，民警对热
心群众的善举表示赞扬，并上前对走
失男孩进行安抚，惶恐中的小男孩一

直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要回家。经验
颇丰的民警立即买来牛奶和面包给
他吃，同时耐心询问其家人的有关信
息，在食物的“安抚”下，小男孩暂缓
了哭泣，但由于年龄太小，表达不清
自己的家庭情况，只是反复说自己叫

“李某雨”。
知道小男孩的名字后，民警暂将

男孩带回所内，根据孩子说的名字在
公安户籍系统查找相关信息，通过比

对，民警最终找到了小孩家人的信息
及家庭住址，后经社区民警与村干部
联系，确认了小男孩的现居住地为城
郊乡前杨洼。随即，民警驱车将其安
全送到家中。

看到孩子平安归来，男孩的家
人感激万分，连连感谢民警和群众
的热心帮助。随后，民警对男孩的
家人进行了警示教育，提醒其家人
多关心关注孩子。 （王小平）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护航辖区经济社
会发展，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纬五路分局组织民警先
后到辖区各企业、工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工作，督促各企业、工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
守安全红线，针对安全生产薄弱环节、重点部位、关
键区域，采取硬措施、硬办法，强化隐患排查，做到发
现一个整改一个，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开
展。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申醉 摄影报道

男童迷路 民警助其回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增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意识，确保辖
区安全稳定，新乡市公安局大块分局组织民警到
辖区重点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民警详细询问
企业负责人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倾听企业心声。随后，民警到企业厂区、仓库、
车间进行实地查看，并对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提出
具体要求，进一步增强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意识，
促进辖区安全稳定。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齐海霞摄影报道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宋丽清）5 月 20 日，人民日报
新媒体联合全国公安新媒体矩阵，以线
上直播的方式为100对因疫情推迟婚礼
的战疫英雄们举办了一场甜蜜的云集
体婚礼。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民
警张森与其爱人牟雅澜应邀参加了这
次盛大的“云婚礼”。

张森是鹤山区分局姬家山派出所
民警，牟雅澜是淇县庙口镇二中的一名
初中教师。由于疫情原因，两人的婚礼
一再推迟。

张森从除夕夜开始，一直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张森积极利用辖区内各个行政村的
微信工作群开展警务宣传工作、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空闲房屋排查等专项工
作，利用农村远程视频网络系统，指导
村协管员开展社区警务工作，将每个村
的疫情防控巡逻队转化为公安机关的
治安巡逻力量，及时发现可疑情况，及
时有效处置，为疫情防控工作消除安全
隐患。在疫情防控一线，张森向党组织
庄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接受党组织的
严峻考验。

“这场婚礼是一生中最珍贵的记
忆，鹤山区分局党委也在5月20日当天，
通过电子大屏向我们送上了祝福，我们
以后会更加努力工作，守好小家，报效
国家。”张森表示。

“520”“疫”往情深
“云婚礼”见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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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安阳县铜冶镇石堂村武土生：原告南召县板山坪镇
余坪村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诉讼请
求如下：1.支付土地租赁费6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豫1321民
初4129号民事裁定书（1.查封、冻结被申请人武土生所有
的财产价值人民币65000元的财产；2.查封担保人韩栋所
有的豫R·9S705号小型轿车一辆。）。你应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应诉及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间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白土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偃师市府庙镇东坡村村民李小亭：原告卢文成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
令被告立即给付本金33000；2.本案一切费用被告承担。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白土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秀钰（身份证号：411326199309102880）：本院受理原
告韩超诉被告付秀钰离婚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洋（身份证号：411326199012042020）：本院受理的原
告刘洪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云阳法
庭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自成(身份证号：411321196403154411)：本院受理的原
告倪正喜与被告陈自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1民初43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陈自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倪正喜支付饲料款29600元。二、
驳回原告倪正喜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4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140元，由被告陈自成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行政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向阳(身份证号：412921196601235515)：本院受理的原
告刘天青与袁向阳、第三人韦保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1321民初4235号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为：“准许原告
刘天青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
原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行政庭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向阳(身份证号：412921196601235515)：本院受理的原
告刘天青与被告袁向阳、韦保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1
民初4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袁向阳、韦保
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天青借款人民
币10万元并从2017年10月11日起按照月息2分支付原告
利息至款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
案案件受理费3180元，由被告袁向阳、韦保珍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宗森(身份证号：412921197204140779)：本院受理的原
告郭玉敏与被告贾宗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0）豫1321
民初530号，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
个工作日下午三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
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7月2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上(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活动，现公告如下：拍
卖标的物：为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五里堡街
道办事处白河社区黄河路北侧万育苑9幢1单元402室，不
动产权证号:20180024349 号(原房产证号:1101008702)，房
产位于第4层，共7层(地下1层，地上6层)，混合结构，建筑
面积130.1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17.19平方米，分摊建筑
面积12.99平方米)，户型:3室2厅2卫,1梯2户。建于2007
年，简装修，朝向：南北，无电梯，房屋用途：普通住宅，土地
性质：国有土地，无共有人，经济适用房转商品房，未办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未补办土地手续，未补交
土地费用。评估价940816.66元，起拍价846735元，保证金
80000元，加价幅度8000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饰装修，不
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务。该标的
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共有人、租赁人等)请至少于开拍前一
日与本院联系，逾期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自公告之日
起至2020年7月1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
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
为 准 。 详 情 咨 询 电 话:0377-68927777 法 院 监 督 电 话:
0377-61661191谢法官 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11执282号

李凤荣：本院执行的陈英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11执28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
行本院作出的（2019）豫0411民初309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协助陈英将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新华路南段路西
明珠城市花园16号楼东1单元西户的房屋过户到陈英名
下。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飞:本院受理原告郑利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6民初248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遇节假日
相应顺延)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天付:本院已受理原告刘二红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谕诏:本院已受理原告梁宁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鹏雨：本院受理原告刘春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瓦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庆丰：本院受理赵云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路彦利：本院受理原告路九芝诉你与路庄严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守印：本院受理原告闰国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守印、聂红娇：本院受理原告闰国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守印、宋留春、胡银全：本院受理原告闰国占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志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