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市华联汽车货运有限公司：

濮阳远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河南远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分行于2017年12月14日的借款

均已到期，保证人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原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称担保集团）已为濮阳远通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代偿，担保集团现已向

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作为反担保人，请您公司见此公告7

个工作日内向本处说明情况。

联系电话：0371-66230404

0371-88811787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

南路117号新城商务二层

河南省郑州市商都公证处

2021年1月21日

公 告
濮阳远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您公司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

分行2017年12月14日的借款已到期，保

证人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担保集团）已为您公司代偿，担保集团

现已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请您公司见此公告7个工作日内向本

处说明情况。

联系电话：0371-66230404

0371-88811787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

南路117号新城商务二层

河南省郑州市商都公证处

2021年1月21日

公 告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禁燃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的开展，1 月
16 日上午，按照县委、县政府
的安排部署，尉氏县公安局组
织开展了集中销毁收缴的烟花
爆竹活动。

为确保此次销毁工作安全
顺利实施，成立了烟花爆竹销
毁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方

案销毁程序与方法，对现场进
行了警戒。销毁结束后，及时对
现场销毁残留物进行了清理。

据悉，尉氏县公安局近期
共侦办烟花爆竹相关刑事案件
3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人，行
政拘留 30 人；此次共集中销毁
烟花635箱、鞭炮2万挂，其他类
烟花爆竹104箱。（齐小勇）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 1

月 28 日 10时在洛阳市九都路39

号10楼公开拍卖两辆旧机动车及

废旧空调机以展示现状拍卖，有意

者请于2021年1月27日17时前交

纳拍卖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拍

卖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并携带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标的展示：2021年1月26日至

27日

报名地点：洛阳市九都路39号

（老财政局）10楼

咨询电话：0379-63627750

15729103103

洛阳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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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自安：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曼曼与被上诉人
姜新民，原审被告杨志强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7民终
3656号民事裁定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
不领取的，该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02月22日10时至2021年02

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
祥安路南侧、文昌路东侧正弘御苑1号楼4单元401
房屋【不动产权证号：豫（2017）新郑市不动产权第
0024783】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赛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幸福诉你公司及王建伟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3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巩义市泰龙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晨
冰诉被告巩义市泰龙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吴晓卡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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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巩义市人民法院二楼22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晓卡：本院受理原告赵晨冰诉被告巩义市泰龙高
温材料有限公司、吴晓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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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巩义市人民法院
二楼2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乔国伍：本院受理尚广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裁定书，请及时来
本院应诉。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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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巩义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二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太崇：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习支行与被告田壮壮、陈鑫鑫、任太崇、田应
耀、王永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判决书上诉状两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党：本院受理原告孙爱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本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
民初8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据提出副本，上诉于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素姣：本院受理原告孙爱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本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
民初8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据提出副本，上诉于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
晓波 通讯员 邵山）“在文化宫路
与中原路交叉口遇到一个迷路的
男童。”近日，郑州市公安局中原
分局建设路派出所接到一女子的
报警电话后，开始帮助男童找家
长。

执勤民警鲍翔一边安抚男童
的情绪，一边询问其家庭情况。
两个小时后，在民警的努力下，通
过向附近多个幼儿园查找，最终，
在工人路与颍河路附近幼儿园门
口，男童认出了自己所居住的小
区。闻讯赶来的男童父母热泪盈
眶，拉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

在此，民警提醒广大家长，平
时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尽量不
要让孩子远离视线范围，以防走
失或发生意外。父母要从小教育
孩子牢记家庭住址及父母电话号
码，一旦发现孩子走失，要及时拨
打110电话报警求助。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张红旗）1 月 15 日上午，驻
马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虹和政
治部主任苏管学分别带队，前往帮
扶村上蔡县大路李乡郝坡村和塔桥
镇楼李村，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为 141 户帮扶户送去了米、面、油、
棉被等生活物资。

“快进来坐呀。”郝坡村村民小智
将林虹等人请进了家中。林虹说：

“有啥困难及时和驻村工作队联系，
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在楼李村，苏管学也在忙活
着，他带领干警们给帮扶户分发慰
问物资，并和大家“唠家常”，仔细
询问帮扶户家中近况，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努力进取，奔向幸福的生
活。

通过物质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
鼓励，加深了帮扶队员和帮扶户之间
的感情，将温暖送进了帮扶户的心
中。据悉，驻马店市检察院联系的
脱贫攻坚帮扶村已经全部通过脱
贫验收。

“闺女，你啥时候回来，我和恁
伯来给你送礼了……”近日，正在出
差的鲁山县公安局梁洼派出所户籍
民警赵雅贞接到辖区梁洼镇街东村
村民何老太太的电话。这个电话，
把赵雅贞的思绪拉回到了几天前。

1月 3日上午，何老太太和老伴
来到梁洼派出所户籍室找到赵雅
贞，称要为孙女办理迁户口的事
儿。老两口称，因孙女在广州上学，
需要迁出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要
求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因为其孙女

的出生医学证明早就丢失了，致使
迟迟不能落户。

因为一二十年前的档案信息没
有录入电脑，需要一页一页地翻找，
这一找就是大半天，赵雅贞饭也顾不
上吃，手指也冻僵了。经过耐心的寻
找，赵雅贞终于发现了何老太太孙女
的相关入户手续，但是，由于当时的
档案都是手写的，与现在的信息有些
许出入，需要入村调查，并且去县里
档案库及医院查找相关资料。

赵雅贞将此事向上级领导进行

了汇报，领导批准特事特办，尽快解
决问题。赵雅贞马不停蹄地开始收
集相关资料信息，通过几天的努力，
终于帮助何老太太的孙女顺利落户。

急群众之所急是公安民警的职
责所在，问题解决后，赵雅贞并没有
放在心上，没想到，老两口十分感激，
专程送来锦旗表示感谢。一声“闺
女”，一面锦旗，是群众的惦念和认
可，正是这份认同感使赵雅贞更坚定
了真心为辖区群众办好每一件事的
决定。

连日来，鹤壁市淇滨区
法院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
街道开展防疫宣传活动，得
到辖区百姓的称赞。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赵爱荣 摄影报道

一声“闺女”甜到女警心窝里

民警相助
迷路娃找到“粗心”父母

“检察官来我家走亲戚啦！”

集中销毁 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开展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史学德

河南远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您公司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

分行2017年12月14日的借款已到期，保

证人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担保集团）已为您公司代偿，担保集团

现已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请您公司见此公告7个工作日内向本

处说明情况。

联系电话：0371-66230404

0371-88811787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

南路117号新城商务二层

河南省郑州市商都公证处

2021年1月21日

公 告

中牟县继伟通勤汽车有限公司：

清丰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分别于

2019年11月6日对你单位作出文号：豫濮清

交执违通【2019】100020号《违法行为通知

书》）；2019年11月21日对你单位作出文号：

豫濮清交执罚【2019】100020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经对该案件重新审核研究决定：1、撤

销清丰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作出的文号：

豫濮清交执违通【2019】100020号《违法行为

通知书》；2、撤销清丰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

作出的文号：豫濮清交执罚【2019】100020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清丰县交通运输局

2021年1月21日

关于撤销豫濮清交执违通
【2019】100020号、豫濮清
交执罚【2019】100020号
行政处罚文书的决定

销毁收缴的烟花爆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