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明锐家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693
5230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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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晓敏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122NA00059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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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顺祥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122NA00054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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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乾钰冶金辅料销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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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武宗怀，平顶
山汝州市大峪镇田
窑村毛顶组人，于
2007 年冬季在田窑
村毛顶组捡到一女子，大概有
40岁，存在精神问题，武宗怀收
养至今，取名高妮。现寻找其
家人。联系电话：15093861021

●河南中恒信燃气设备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 56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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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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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洪山启祥爱婴坊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注 册 号 ：
411624607254581），声明作废。
●周口市聚贤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G8371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96391，声明作废。
●西平县博洋货运有限公司豫
QE6729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721026230，声明作废。
●2019年12月9日出生的孙铭
泽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O410309585，声明作废。
●花炉昌，警号：088517，警官
证丢失，声明作废。
●通知：我公司将对位于安阳市
北关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一马路
饮食服务公司家属院1号楼2单
元2层4号房屋内所有物品进行清
理，请相关权利人即日起15日内
和原安阳市饮食服务公司联系，
如逾期无人联系，将按照相关程
序进行处理。特此通知。联系地
址：安阳市北关区人民大道142号，
联系人：王先生，电话：13503977925
安阳市国盛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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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颍县小歌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122NA00043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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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汇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122NA00013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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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本宗农业新技术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1303MA3X

CRL99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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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淮阳县源昌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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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众通江山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安阳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不慎遗失，注册号：4105000
00008266，声明作废。
●新密市超化镇萱萱日化门
市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82600357912，声明作废。
●新密市超化镇振凯日化门
市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82600366826，声明作废。
●刘金伟，镇平县二龙乡枣子
营村刘家庄村民，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丢失，承包方编号
411324303211020022，流 水 号
061430，声明作废。
● 房屋租赁公告
郑州市劳动保障培训就业指导
中心位于郑州市陇海西路55号
有六处房屋，现拟对外公开招
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公
告期：2020年08月13日至08月
26日。竞价时间：2020年08月
27日9点00分开始。详见郑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zzsggzy.com）联系
电话：0371-67188011（张老师）
郑州市劳动保障培训就业指导中心

2020年8月13日

●李彪，警号：006751，警官证

丢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

627353414735A）不 慎 将 公 章

（公章编码：4116270008565）丢

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广安后羿农牧有限公

司 合 同 专 用 章（1）丢 失 编 码

4128030051748，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4 日出生的张

舒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84846，声明作废。

●内乡县华隆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杨铁生，源汇区空冢郭镇杨店

村二组村民，土地确权证丢失，编

号：D4111020030626，声明作废。

●扶沟县练寺镇瑞峰农林废弃物

经销部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耿少波,警官证丢失，警号

117830，声明作废。

●张营鑫，警官证丢失，警号

115140，声明作废。

●西平县新远物流有限公司

豫QR756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721025438，声明作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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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源昌种植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11626NA000820X）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捡拾人王志刚，男，
1979年8月19日出生，
家住新乡县七里营镇
沟王村。2017年5月
26日在新乡县沟王村通往小张
庄路上捡拾一名女婴，取名王锦
涵。现寻找亲生父母。知情者请
联系：王志刚。电话1378191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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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野生动物管控质效

报告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禁止滥
食野生动物有关决定出台后，国务院相关部
门迅速推进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各项规
定的贯彻实施，各部门各地加强执法监管，
有效遏制滥食及非法猎捕交易等行为。

国务院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规
专项清理。公安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司
法部研究制定了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犯罪的指导意见，指导各级公安机关严
格执法。3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制定了地方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决定、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条例或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等。

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仍有短板

执法检查组发现，野生动物相关的规
划制定、行政许可、检疫检验以及经营、交
易、运输、物流、进出口等各环节的监管执
法，分别由林业草原、渔业、动物防疫、进出
口检疫、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邮政、海关、
公安等部门负责，但实际工作中存在职能
分散交叉、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

执法能力也不足。基层林业、渔业执
法部门执法人员少，专业技术水平不高，难

以适应监管执法工作需要。
野生动物检疫规程尚不完善，检疫监

管职责不够明确。现行野生动物疫病检测
主要参照家畜家禽现有动物疫病检测标准
和检测方法，对于种类多、数量大的野生动
物难以全面有效地实施检疫。

让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

专家认为，要加强执法监管，建立野生
动物保护长效机制。包括加快完善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体制，明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各环节的监管职责，管好管住野生动物

“捕、运、售、购、食”全过程；进一步压紧压
实地方政府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
罪综合治理主体责任；加强野生动物保护
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和体系建设。

还要修改完善制度体系，要在立法目
的、基本原则中增加防范公共卫生风险的
内容，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中注重与传
染病防治法、渔业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
律衔接协调，全面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和管
理。也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在
刑法修正案中，进一步明确对情节严重的
涉及野生动物违法行为的处罚等。

（据新华社电）

民法典 释义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肖丹青 王丽律师供稿）

受胁迫婚姻
可撤销可获赔

民法典关于可撤销婚姻的新亮点
1.受胁迫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起算点更加合理
在司法实践中，因胁迫结婚者，多数伴随着限制人

身自由的情况，受胁迫方即便想要撤销婚姻，也迫于自
由受限，难以在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增加了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无过错方的损害
赔偿请求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新增了婚姻无效或者被
撤销时，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无过错方的权
益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这不仅在法律原则上否定违
法婚姻，还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惩罚胁迫方，加大了对
受胁迫方的保护力度。

8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保护野生动物，当前相关工作成效如何？仍存哪些漏洞？
相关短板如何补上？

让野生动物
自由成长

导
言
导
言

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重要权利，美满的婚姻
关系应以双方自愿和感情为基础。法律赋予受胁迫方
的婚姻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从而保护受胁
迫方的合法权益。

案
例
案
例

孙某与乔某通过互联网相识，经过接触，发现性格并不
合适，孙某多次向乔某提出分手，均遭到了乔某的拒绝。
2015年5月，孙某因受胁迫而与乔某登记结婚。2016年2
月诉至法院，孙某请求撤销婚姻。

法
条
法
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
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
起一年内提出。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
自始没有法律约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
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
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
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
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解
读
解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