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书峰（公民身份号码410412196810232016）、彭慧霞
（公民身份号码410481196909012024）：本院受理原告蔡
保全诉朱书峰、彭慧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你夫妻二人作为
被告，因长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惠炬：本院受理原告孙皆元诉被告惠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学瑞、史利：本院受理原告任留根与被告张学瑞、史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423民初 33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学瑞、史
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任留根借款本金58800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 58800元为基数，自 2019 年元
月7日起按月利率 2%计付至 2020 年8月19日，2020 年 8
月20 日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史
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任留根借款本金29400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 294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元月
27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2020年8月19 日，2020年8月
20日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
2768 元，由被告张学瑞负担1845元，史利负担 923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颜合成：本院受理原告苏阳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
豫0403民初191号，本院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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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30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左丽红：本院受理原告苏阳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
豫0403民初322号，本院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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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30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左丽红：本院受理原告张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豫
0403民初323号，本院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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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8时30分，在本院30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1年3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王菊香名下位于漯河市临颍县四季花都门面A44
号、A45号商业房地产。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
院 ，法 院 主 页 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1年3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杨超英、尚杨名下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2999弄明园森林都市11楼1102室房产一套。详情请关注：
(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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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代金耀，男，出生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编号：U410336715，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滑县八里营供销社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滑县八里营供销社不慎遗失中国农业
银行滑县支行八里营营业所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J4964000057401声明作废。● 王 沐 锦《出 生 医 学 证 明》编 号 为 ：
S410356081丢失，声明作废。●西华县弘大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编
码4116220021273)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倒开门茶叶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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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盛元安泰农资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5000万元
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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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姜耀庆） 2 月 1
日，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就一起
国有财产保护案首次召开行政公
益诉讼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鹤
山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齐
金伟主持，区人大代表、镇政府代
表、依法治区办公室代表、律师代
表、村民代表 5 名听证员及相关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了会
议。

该案系一村民冒领退耕还
林款致使国有财产流失的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上，案件
主办检察官及其他承办人员就
检察机关办案的基本情况、证据
和法律适用情况进行了详细介
绍。5 名听证员在充分了解案
件事实、法律适用及行政机关职
责的基础上，围绕案件焦点分别
对案件承办人员和行政机关进
行了提问。听证人员一致评议
认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了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在尊重法律、尊
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诉前检
察建议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维护国家利益，并从
行政机关监督管理职责入手就
行政机关如何履职提出了具体
可行的意见建议，这种监督形式
很好。行政机关参会代表表示
接受监督，并将采取措施对违法
行为作出处理。

据悉，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扩
大听证范围，不断优化听证方式，
提高公众参与度，以听证促公开，
以公开赢公信，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为有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封丘县公安局李庄派出所以“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为契机，近日对乡村干部
和居民群众进行专题教育培训，揭露
骗子伎俩，教授防范办法。河南法制
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卫辉市公安局把开展“坚持政治
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与
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近日，
该局统筹部署两会安保工作，切实维
护社会安定，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邢露文 摄影报道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西工派出所民
警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引导，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对辖区内加
油站、超市和旅馆的消防器材等进行了
全面检查，发现问题责令立即整改。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马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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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检察职能 维护国家利益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吕灿涛）一
女子隐瞒已婚事实，以恋爱为由
骗取对方信任后编造各种理由诈
骗其及其亲属 30余万元。近日，
宝丰警方将该女子抓获。

2020年 10月份，宝丰县公安
局杨庄派出所接到男青年汤某报
案称，自2019年5月份以来，魏某
（女，30岁，宝丰县杨庄镇人）隐瞒
其已婚事实，与汤某谈恋爱，恋
爱期间先后编造各种理由，诈骗
汤某及其亲属钱财共计 30 余万

元。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统
筹指挥，抽调杨庄派出所、前营
派出所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对
魏某开展侦查抓捕工作。

2021 年 2 月初，专案组通过
一系列的细致侦查和分析研判，
发 现 了 魏 某 在 深 圳 的 活 动 轨
迹。该局党委立即安排专案组
民警南下深圳实施抓捕。可阴
差阳错，民警到达深圳后，又获
悉魏某刚乘火车离开深圳，在回
宝丰县的途中。为确保抓捕工
作万无一失，专案组决定兵分三

路，一路留守深圳，防止魏某中
途返回；一路赶赴距宝丰火车站
百公里的南召火车站，提前上车
进行排查；一路在宝丰火车站出
站口蹲点守候。2月 4日下午，在
铁路乘警的配合下，专案组民警
在火车行至南召段时一举将魏
某抓获。

经讯问，魏某对其诈骗汤某
及其亲属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魏某已被宝丰县公安局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女子假恋爱诈骗30余万元被抓获

本报讯 近日，在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安阳市殷都区委书记雷
鸣带领区四大班子领导走进安阳
市公安局殷都分局，走访慰问殷
都分局民警、辅警，向奋战在一线
的民警、辅警致以节日的问候。

慰问中，雷鸣一行亲切慰问
了民警、辅警代表，对民警、辅警在
春节期间仍要坚守在一线、无私奉
献的敬业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指出，过去一年来，殷都分局全
体民警、辅警忠实履职、无私奉献，

全力以赴抗疫情、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希望广大民警不忘初
心、再接再厉，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为平
安殷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殷都分局局长户俊义代表分
局全体人员对雷鸣书记的亲切慰
问表示感谢。户俊义表示，殷都
分局将进一步做好从优待警工
作，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分局班
子领导要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严以律己、严以用权、
严以修身，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带
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在新的一年里，殷都分局全
体民警、辅警将用更加扎实有效
的行动诠释忠诚，坚守岗位、恪职
尽守，把各项安保工作做深、做
细、做扎实，努力维护殷都社会治
安大局稳定，向党和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曲如彦）

安阳市殷都区 慰问一线执勤民警辅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