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井春冉井春冉
美编美编 张婷婷张婷婷 校对校对 刘任晓刘任晓政法暖新闻政法暖新闻

HENAN LEGAL DAILY 20212021//0404//0808

16

新闻中心 86178033 发行中心 86178008 广告中心 65978789 办公室 86178016 周刊部 86178098 新媒体中心 86178060 定价：360元／年·份 零售价：1.50元/份
社址：郑州市郑汴路 136号院 邮政编码：450004 印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 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郑州市邮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０53号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谢从晨）出于情义帮助朋友渡
过难关，不料十几年过年去了，
自己身患重病，对方仍欠钱不
还。近日，唐河县法院成功调解
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2006 年 2 月，被告郭某某向
原告尚某某借款6万元，约定利息
并出具借条。因两人私交甚好，

多年来尚某某一直未向郭某某讨
要欠款。年近八旬的尚某某突患
重病，急需用钱，郭某某却以没钱
为由拒绝还款。多次催款未果，
今年 1 月，万般无奈的尚某某一
纸诉状递交到唐河县法院。

案件庭审后，承办法官汤凯
考虑到原告尚某某年事已高且急
需医药费，若一判了之，拿到欠款
的时间无法预估，不能及时解原

告燃眉之急，故登门造访，从双方
曾私交不错作为调解切入点，从
法理和情理两方面做工作，最终
原告同意放弃一部分利息，被告
将8万元欠款和利息当庭兑现。

4月 2日，汤凯将 8万元现金
交给卧病在床的尚某某。尚某
某哽咽地说：“大老远的，你又把
钱送过来，真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的好法官，太感谢你了！”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宋欣杰）得知
群众落入深塘危在旦夕，夏邑县
公安局何营派出所指导员魏小
红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深塘，成功
救出落水女子。连日来，魏小红
救人的举动获得群众广泛点赞。

3月 30日 16时许，魏小红带
领民警驾车刚从安徽省调查一
起案件返回夏邑县城，突然接到

所长赵建伟的电话，让他设法联
系救援队，称刘庄村西边一坑塘
内有一女子落水，他正在现场开
展先期营救工作。魏小红赶紧
与几个救援队员联系，但他们都
距离现场太远。虽然喜欢冬泳，
但魏小红水性不好，也没有参与
过救援活动。想到群众危在旦
夕，魏小红催促同事把车开快
点。

到现场后，救人心切的魏小
红拨开人群，迅速跳入水塘，当
他游至女子身边时，体力已有些
不支，但是他仍然紧紧抓着落水
女子，吃力地划到岸边。当落水
女子被拉上岸，又冷又乏的魏小
红在大家的帮助下才上了岸。

原来，被救的女子系李集镇
彭集村人，因家庭矛盾欲跳水轻
生，被群众发现后报了警。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胡斌 通讯员 张昆仑）“感谢公
证处的帮助，钱已顺利取出，老
人已经得到及时救治！”连日来，
一位老人的病情牵动着禹州市公
证处主任娄惊宇的心，这是4月2
日，娄惊宇电话回访时的一幕。

两周前，娄惊宇正准备下
班，突然接到该市鸿畅镇政府工
作人员王高许的电话，称本镇有

一位 90 多岁的抗战老兵赵发
有，未婚无子女，也没有近亲属，
平时在政府敬老院生活，当天上
午，老人突发疾病，意识昏迷，被
送进了医院。可是，老人的存折
设有密码，不是本人无法办理取
款手续，也无法帮其补办其丢失
的优抚证、医保卡等证件。

了解情况后，娄惊宇说根据
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老人目

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
愿前提下王高许可以办理监护
权公证，并将办理监护权需要提
供的材料进行了详细说明。考
虑到事态紧急，娄惊宇放弃休
息，为他们开辟绿色通道。受
理、办理、审批、出证，禹州市公
证处的一站式服务，让王高许快
速拿到了监护权公证书，并免除
了公证费用。

情系群众解民忧

跳入深塘勇救落水女子

为抗战老兵开辟绿色通道

4月6日，新蔡县
公安局在该县市民之家广场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
解难题”主题活动，将破案追回的60
余万元现金退还给受害群众。图为
民警将追回的被盗被骗现金退还给
受害群众。

河南法制报记者周惠通
讯员王玉新李青山摄

影报道

近日，卫辉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将教育整顿

与履行主责主业紧密结合，积
极倡导文明交通理念，进一步增
强国道沿线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工作实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 王付荣 摄

影报道

8万元救命钱送到病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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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变更公告
●安阳卖菜翁蔬菜种植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3010005498，声明作废。

●郑州杨氏保温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原公章丢失作废，启用新公章

（编号：4101840053954）特此声明。

●河南锦骏律师事务所徐洋于

2021年2月10日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4101201910078551，声明作废。

●河南亿家洁工程实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公章、合同章、法人章、

财务章、发票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刘贡献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代码92411425MA44

MUCH738，声明作废。

●雷玉乐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316948，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毛家生鲜饺子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1

4101030022700）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毛家生鲜饺子

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10

3601145961）遗失，声明作废。

●2008 年 12 月 13 日出生的陈

有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756010，声明作废。

●2016年3月11日出生的梁林

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91259，声明作废。

●虞城县德轩劳务工程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062000546003，声明作废。

●楚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0803161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启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9141100034167903

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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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高村乡成良养殖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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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联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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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县润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524MA45KTXE

1F）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8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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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平县运祥物流有限公司豫

QF6262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9673，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20 日出生的刘

卓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19328，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20 日出生的刘

卓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19327，声明作废。

●李慧英位于舞阳县海南路南

段西侧的房屋所有权证第2015

00919号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琴岭养鸡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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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顾家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80638

17763M )，经股东决定，通过存续

分立方式，分立为鹿邑县顾家置业

有限公司（存续公司）、鹿邑县誉诚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公司）。

分立前鹿邑县顾家置业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分立

后，鹿邑县顾家置业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900万元，鹿邑县誉

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100元。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债权人可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

告。联系电话：13500551860，联

系人：许昙华，地址：河南省鹿邑

县紫气大道西段与刘庄路南

分立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