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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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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阳市卧龙区梅溪街道办事处卧龙路（南阳医专
东校区家属院）131号27幢1单元103室房地产（产权证号：宛
市房权证字第0144351号），实勘位于孔明小区25号楼西单元
1楼东户101室，建成年份为2000年，混合结构，房屋总层数5
层，所在楼层1层，规划用途：成套住宅，建筑面积71.10㎡（套
内建筑面积：63.66㎡，共有分摊面积：7.44㎡），房改房全额集
资房，国有土地，南北朝向，简装修，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有抵
押，有钥匙，已腾空，无共有人，无租赁，物业欠费1800元（截止
日期2020年12月31号），水电欠费3859元（调查日期2020
年7月29日），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评估价格583200元起
拍价466560元。保证金90000元，加价幅度4000元。特别
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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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拍品属现状处置，竞拍人一经出价即
视为对拍品所有情况详细充分了解及接受，并承担悔拍的法律
后果。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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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7-66795555。法院监督电话：
0377-61661033 边法官。联系地址：南阳市
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20日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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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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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 豫 PU8657(411620098442)、

豫 P87W9 挂(411620098443)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2007年5月6日出生的詹依

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347287，声明作废。

●2017 年 2 月 25 日出生的季

慕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37578，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22日出生的王紫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93694，声明作废。

●2014年4月12日出生的贾智

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58181，声明作废。

●信阳市万川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公章（编码 4115210006

550）、财务专用章（编码 4115

210006551）丢失，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天池水上游乐园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编码4104250

014134，声明作废。

●嵩县益农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560

0118171，声明作废。

●西平县帅发运输有限公司豫

QQ300 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721028819，声明作废。

●汝南县新福源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

411727MA46YE8JXR，声明作废。

●汝阳县公安局赵小霞警官证

丢失，警号026740,声明作废。

●漯河市铭匠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编号41110101009

97，声明作废。

●赵祉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P410201029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平安运输集团周口市九通

运输有限公司豫PW1171（4116

20090658）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佳（女，出生日期：2014年12

月29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11174649）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平安运输集团周口市九通

运输有限公司豫PG8095（41162

0090393）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河南创客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4

1734176X）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1001万元人民

币减少到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捡拾人景国营，男，1955年7月

11日生，未婚，居住鲁山县观音寺

乡三间房村仓房组201号，2015

年农历7月初九，在我家门口捡拾

到一名精神病妇女，一直生活到

现在，起名刘花，现公开寻找知

情人，联系电话15737541677。

寻亲公告

●河南省天顺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 代 码 914101066634017614）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巨鑫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410591100000445）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并成立了清算组，其

成员为刘玉清、任新刚，刘玉清为

清算组负责人。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刘玉清，

电话：13803724827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泌阳县聚远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发票章不慎遗失，编号：4128

220027941，声明作废。

●漯河绿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行政章不慎遗失，编号：411122

0043669，声明作废。

●郑州仁济医院郑柯柯不慎

遗失护士证书，编号 20164102

4398，声明作废。

●汝南县新福源物业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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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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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洛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秩序科民警陈琛，在全省抗疫
工作大会上被表彰为“河南省抗疫
先进个人”。当日下午，领奖归来的
陈琛，在洛阳一下火车，就立即回到
办公室，进入工作状态。作为支队的
科技业务尖兵，陈琛的日常工作是负
责大型活动的交通保障方案制订、现
场调配指挥协调、现场临时交通线
路引导改线等。很多大型活动，他
一个人在后台安座一隅，操控全局。

该支队宣传科负责人刘成伟介
绍：“在 5000多人的洛阳交警队伍
中，被表彰为‘河南省抗疫先进个人’
的只有 3 人，陈琛在抗疫中利用科
技力量，敢于担当，漂亮地处理了系
列危机事件，获此殊荣，实至名归！”

1月24日，陈琛接到命令，被委
派到洛阳市公安局指挥部，协助开
展核查工作，利用稽查布控系统甄
别从疫区进来的人员和车辆。“当
时，病毒究竟用什么方式传播不确
定，这些从武汉回来的人，你也不知
道他身上有没有病毒？为了把这些
人找到，我通过自己的专业优势，将
各个卡口的监控数据全部
汇集整理，从模拟、推测、计
算、分析，到建立行程轨迹
模型，通过大数据平台综合
研判，用最短的时间，将所
有鄂籍牌照车辆和相关有
感染风险人群全部找到，迅
速落实了隔离政策，避免了
这些隐形炸弹的扩散。”最
初连续半个月，陈琛每天工
作的时间都在 21 个小时以
上，能眯上眼睛小憩片刻，
成为他最大的奢求。他斜

躺在椅子上睡着的一张照片，通过
众多微信朋友圈盛传，广大市民网
友纷纷点赞：这是另一条战线上，我
们斜躺着的最美的人！

连续 60天在岗上吃饭睡觉，每
天睁大一双充满血丝的双眼，和时
间赛跑，和病毒赛跑，在最短时间内
找到可疑的人车，是陈琛当时工作
的全部，他背后的孩子和家庭，只能
偶尔和他隔空对视一下。陈琛说：

“相比自己的小家，还是社会的大家
更需要我去工作！”

在封城的关键时期，洛阳某县
城的一个小区，有一对夫妇带着孩
子从外地归来 ，小区居民集体封
堵，不让他们回家。陈琛一方面迅
速指派当地公安机关，出动警力到
达现场，避免矛盾激化；另一方面
报请洛阳市指挥部和当地县政府
协调 ，临时订好一个落脚的酒店，
让他家人隔离 14天。事后，这对夫
妇十分感激，专门打电话感谢陈
琛。陈琛说：“都有小孩，可以想象
到他们的困难，这件事情协调好之
后，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聂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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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
入三年为期目标实现之年，全国已
审结涉黑涉恶案件 22524起，取得了
重大成效。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些案件积压
迟滞有所凸显，一些地方畏难情绪有
所抬头。为了破解新挑战新问题，全
国扫黑办带头挂牌督办 111起大案、
要案、难案，全国扫黑办主任、副主任
包案督办30起，引领各省级扫黑办挂
牌督办1954起，市县级扫黑办挂牌督
办7120起，带动全国万起涉黑涉恶案
件依法加快办理，包案督办催发了强
大的攻势、优势、声势。

北京市密云区高福新涉恶团伙
主犯及其他 2 名重要团伙成员一度
逃脱，抓捕归案后仍拒不配合，案件
陷入瓶颈。

对这一案件实行包案督办后，

北京市政法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精
干力量同步上案，查清了高福新侵
吞 3 亿元国有、集体资产的事实，涉
高福新案两名正局级“保护伞”落马，
立案查处涉案公职人员比包案前增
加了 6倍。通过包案督办，高福新从
归案后拒不配合，到开庭前认罪认
罚，案件已于 11月 6日一审宣判。

越是艰难越要全力攻克，包案
督办指导办案单位全力“打伞破
网”，以包案督办的威力清除办案
的阻力。各地发挥挂牌督办案件
示范引领作用，办结了一批任务艰
巨复杂、久攻不克的“骨头案”“钉子
案”。针对涉黑涉恶案件大多在市
县办理，有地方办案能力不足的问
题，包案督办组推动各地在省级层
面集中精锐力量攻坚，打好歼灭战。

（据新华社）

“打伞破网”
包案督办

万起涉黑涉恶案件
依法加快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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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战线上的抗疫英雄

自今年4
月全国扫黑办领导包案

督办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重要
阶段性成效。截至 10 月 31 日，30

起案件中，已判决生效7起。

包案督
办后，30起案件新

抓获犯罪嫌疑人386
人，新查封、扣押、冻结涉案

资产28亿余元，新立案查

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

263人。

包案督
办发挥了标杆示范的

引领优势，加快推动存量案
件依法办结。今年初确定的
“六清”目标任务，已完成

95%以上。

目前，全
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

起案件中，已判决生效44起。

全国扫黑办表示，对未办结的挂牌
督办案件，全国扫黑办将紧盯不

放、一抓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