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20日上

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杜康、

茅台不老酒等一批、汽车配件一批、空调及办

公用品等一批、商标权转让（详见拍卖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规

定数额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者竞买

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1月19日下午4时

展示时间：2020年11月17日至18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3666

18272593566

报名地址:安阳市北关区韩陵路7号

网 址：www.yanhepm.com

河南省言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陈狗金（身份证号：41122119490521

001X）: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义马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

人陈海涛（借款人）及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会已审理结束做出

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三仲裁

字（2020）141号裁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13日

公 告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俊
晓 路梦蝶 陈亚洲/文图）“人人都是
国的宝，普查一个不能少。”这句原本
用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宣传语，如
今用到郏县公安局李口派出所民警
身上恰如其分。昨日，在该所大门
口，49岁的王国洋从所长薛凯峰手
里接过户口簿和身份证时差点落
泪（如图）。

为了帮他证明“我是我”，从今
年7月至今，该所民警先后三次进
山帮他寻找证明材料，终于让他
成为“有身份”的人。

王国洋出生在李口镇昝家
村。24年前，因不堪忍受大山里
的贫困生活，他悄然离家外出闯
荡。这些年，他先后到过省内
外多个地方，由于没有一技之
长，只能干一些体力活混个温
饱。随着年龄增大，他的身体
状况越来越差，还患上了帕金
森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从网上看到，随着脱贫攻

坚工作的展开，昝家村的山青了，水绿
了。从那时起，他做梦都想回家。

今年 7月，他几经周折回到老家。
此时，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昔日的
房屋也坍塌了。好心的大哥和三弟收
留了他。家是回了，可因为没有身份
证和户口簿，他享受不到村民应有的
待遇。于是，他走进派出所，提出想办
理身份证。

薛凯峰当即派户籍民警进山调查
取证。

然而调查结果令人失望，村委会
不愿意为王国洋证明。这么多年过
去，他四周的邻居搬家的搬家，外出打
工的外出打工，没人能证明他就是当
年那个离家出走的人。

“如果我们放弃了取证，万一他确
实是那个离家出走的王国洋，一定会
影响李口镇人口普查的准确性。”薛凯
峰思来想去，委托主管户籍的副所长
张莺亲自进山再次调查。

经验丰富的张莺和同事翻山越
岭，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终于拿到了

村民的证言。但是，村委会干部却无
论如何都不愿意为王国洋作证。有人
悄悄告诉张莺：“如果他被证明是俺村
的，就要跟俺们一样享受村民待遇。
这些年，他没给村里作什么贡献，村委
会如果证明，怕不好对村民交代。”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张莺等人沿
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离开村子时，天空
又下起暴雨。等他们赶回单位时，每
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村委会不出证明，在法律上就没
有别的变通渠道了吗？薛凯峰仍不愿
放弃最后的希望。他跟县公安局户政
科科长康晓红联系，商量解决问题的
办法，最终找到了以村民小组代替村
委会作证的途径。

三进深山，民警终于找齐为王国
样证明身份的材料。

“这样看得见、摸得到、暖人心的
好事，不仅让李口镇的人口普查更可
靠，也体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
心。”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该镇
退休教师李合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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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成为“有身份”的人

家乡变美了 王国洋回来了

“小法庭”大作为解纠纷见成效
本报讯 为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维护
辖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11月10日
下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龙港街道办事处在树头村开设面
对面“小法庭”，化解了一起属

历史遗留问题的宅基地纠纷。
“小法庭”由办事处班子成员主持，

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长与群众当面
讨论，包村领导、包村干部、站所负责
人、群众代表、法律顾问和民调员共同
参与协商评议，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等

手段，现场给当事人讲解拆迁政策、做
思想工作，使一起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宅
基地纠纷得到化解。

今年以来，该办事处通过“小法庭”
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换来了辖区和
谐稳定的好局面。 （尚利强 刘军杰）

2020 年 11 月 11 日，我局在
河南省郑州市浔江东路与鸿泰路口
鸿泰物流园B区 查获卷烟共计 伍
佰条（具体品种规格、数量见下
表）。现我局已依法对该批卷烟予
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
分局（地址：郑州市二七区保全街
172 号，电话：68758110）接受调
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
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
出处理。

品种规格

云烟（紫） 条 500

共计：壹个（1个）品种

总计：伍佰条（500条）整

数量单位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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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联系人：张女士13460274755张先生14783166053

地址：中原区桐柏路与西十里铺
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111
号3号楼2层。面积：约305平
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育培
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单位房出租

● 孟 维 强 的 警 官 证 ( 编 号
10262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漯河万豪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码 4111210004649）损
坏，声明作废。
●邓州市夏集乡卫生院麻醉
电 子 印 鉴 卡 密 钥 C003019
Y003019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魏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385225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乐乐便利店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国税
安 北 字 410522198509197212
号，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李

森 警 官 证 不 慎 丢 失（警 号

011044），声明作废。

●孙强412726199011291677遗

失开封圆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

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登

记联）1份，代码141001920076，号

码03760092，声明作废。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票据代码：豫财

410501；票据批次：MB（2018）

0039054-00319100，不 慎 遗

失，声明作废。

●潢川冠达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编码91411526MA

3XBFGW7X，声明作废。

●郑州东阳运输有限公司豫

AP028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0183008867，声明作废。

●光山县县企业养老保险中心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Z5156000027401声明作废。

●鲁山县星晨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丢失，编号4104230

029146，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嘉科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丢失，编号410402

0028316，声明作废。

●鲁山县美特獭兔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公章编码4104230009

986，财务专用章编码41042300

09987丢失，声明作废。

●鲁山县董周乡土楼王村村务

监督委员会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韩城镇煌朝理发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7600130424，声明作废。

●张庆文位于舞阳县张家港路

与青岛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证

丢失，证号：（2012）141号，面积

7633.00㎡，声明作废。

●2007年6月5日出生的张馨丹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G411166672，声明作废。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审核汝州

市嵩山少林武术气功学校变更

前地址汝州市城区西环路；业务

范围武术气功兼中小学文化课

教育；法人杨景旺；变更后地址

是汝州市西环路886号；业务范

围初等教育，初中教育；法人郑

志军；特此公告。

●本报2020年11月11日第14版

刊登的宝丰县人民法院关于原告

陈莉娜诉被告牛方方探望权纠纷

一案的公告中，开庭时间更正为2021

年2月1日上午8时30分，特此更正。

●本报2020年10月20日第14版

刊登的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

关于原告平顶山市财信投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诉平顶山市茗睿实

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君福商贸有限

公司等被告追偿权纠纷一案的判决

公告中，判决案号应更正为（2020）

豫0403民初1943号，特此更正。

●三门峡豫德房地产评估所（普

通合伙）（统一社会代码914112

24MA47LUP22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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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兵兵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1

0328MA3XCEJR8R）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水县国营农场经投资人决

定即日起解散本企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1623MA3X

JCEC69)，本企业已由投资人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企

业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投资人申报债权。

●南阳市晨虹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注册号 41130300000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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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更正公告

变更公告

●舞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公章损
坏，编号4111210027204，声明作废。
●2011年9月15日出生的郑博
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478984，声明作废。
●曹科宇（男，出生日期：2008年
10月22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11567918）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巨鑫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91100000455，声明作废。
● 通 知

由我司承建的安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新
建东教学楼项目（2019 年 12
月已竣工决算）工程已竣工，
现正在进行债权债务清算。
请本项目工程债权债务人自
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持相关
有效手续来我司办理债权债
务登记手续。特此通知！
联系人：江西一建法务部、胡美华
联系电话：0791-85211043

13633712185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