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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安阳县吕村镇全网通手机专卖场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
10522MA40XPYJ41，声明作废。
●王旭起，男，身份证号412702
19950108467X，系河南辽源律
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律师执业
证不慎丢失，执业证号：141022
01910102196，声明作废。
●魏道忍身份证遗失，证号：
412701198908284015，有 效 期
2016年6月22日至2036年6月22
日，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
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2015年1月3日出生的袁仪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72349，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办
事处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5日出生的杨舒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00196，声明作废。
●2015 年 10 月 13 日出生的史
家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419591，声明作废。
●2013年2月26日出生的史佳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538812，声明作废。
●2009年6月10日出生的曹俊
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745749，声明作废。
●河南仁祥物流有限公司豫QD
5511、QR115挂营运证丢失，证
号411721028124，声明作废。
●唐河县润达硕超市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编号JY14
113280004859,声明作废。

●汤阴县菜园镇南街改芹装潢材料
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5
23MA41DY7E8E，经决定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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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安顺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1729092266
390C）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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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颖，女，因拖欠贷款形成不
良，同时未按规定归还贷款，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根据
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南阳市卧龙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22年3
月13日对其开除处理。请你于
本通知见报之日起三日内到单位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按照
自动离职处理。特此通知！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2年5月10日

● 2019 年 5 月 15
日晚上在登封市守
敬路棋盘山公园内
发现一名刚出生不
久的女婴，望亲生
父母见报后60日内到登封市民
政局认领，逾期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电话0371-62866165

登封市民政局

寻亲公告
●本人周全喜，家住宜
阳县盐镇乡周沟村。
2021年1月16日早上
6点在关沟村的公路边
发现一名刚出生男婴，男婴身旁的
字条写着孩子2021年1月13日出
生。孩子身体健康，由本人儿子
周单风与儿媳温振娟收养至今，
取名周廷旭。现寻找孩子亲生父
母，知情者请联系宜阳县公安局
盐镇派出所，0379-68758110

叶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叶县人民政府批准,叶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 挂牌 方式出让 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叶挂告字[2022]2号）

宗地编号： 2021-07 宗地总面积： 14042.21平方米 宗地坐落： 廉村镇街西叶廉路南侧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0.8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30
绿化率(%)： 小于或等于20 建筑限高(米)： 小于或等于24
主要用途： 工业用地 区位 郊区
土地用途明细 用途名称 面积 土地级别

工业用地 14042.21 四级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保证金： 506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4110122BA0004
场地平整： 平整 基础设施： 通水、通路、通电
起始价： 506万元 加价幅度： 22万元
挂牌开始时间： 2022年05月28日09时00分 挂牌截止时间： 2022年06月07日10时00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
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以往有拖欠土地出让金、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手续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非法转让土地
使用权等违法行为、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
年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擅

自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途搞商品房开发等
情形之一的企业或个人，在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处
理完毕之前，该企业（包括其控股股东及其控股股
东新设企业）或个人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05月08
日至2022年06月05日到叶县润业土地矿产交
易服务有限公司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05月08日至 2022
年06月05日到叶县润业土地矿产交易服务有限
公司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2年06月05日10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年06月06日10
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在 叶县
润业土地矿产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各地块
挂牌时间分别为:

2021-07 号地块:2022年 05月 28日 09时
00分 至 2022年06月07日10时00分 ;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
人。

（二）申请人报名时，应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
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
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叶县润业土地矿产交易服务有限

公司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375-3312960
开户单位：叶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账号：12312451900000064
行号：402495201010

叶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5月8日

今年以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聚焦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聚焦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扎实部署推进“六防六促”专项
行动，并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立足实际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推进洛
阳市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工作，扎实开展第二轮实地评估验
收阶段现场考试工作，近日，洛阳市
洛龙区司法局召开了推进洛阳市创
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暨行政
执法人员培训会。该区直委局及相
关乡镇（街道）的 35 名行政执法人
员参加培训。

会议组织行政执法人员观看了
洛阳市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公益宣传
片，印发和解读了《洛阳市创建全国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应知应会手
册》，并结合典型行政执法案例，紧
贴行政执法实际，从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行政执法文书案卷制作、行
政执法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交
流。培训最后，还进行了应知应会

现场测试。
此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要

求参训人员充分认识到洛阳市创建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的重要性，
加强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学习，不断
提高执法素质，规范执法行为，促进
本系统、本单位执法队伍整体水平提
升，为洛阳法治政府示范市创建贡献
洛龙力量。 （梁鹏）

系统性化解群体性纠纷

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将群体性纠纷

化解作为服务发展大局的有力举措、践

行司法为民的重要载体，坚持案前多方

协商、案中多元施策、案后多维分析，全

流程综合治理模式，陆续妥善解决了系

列群体性纠纷。

2019 年，王某贷款购房，开发商延

期交房，小区的公共环境、房屋质量与

宣传承诺也相去甚远。王某和其他业

主多次与开发商协商无果，便到信访部

门反映情况。信访部门积极协调，双方

仍分歧较大。于是，王某和部分业主将

开发商起诉至法院。考虑到这起纠纷

背后复杂的因素，华龙区法院委派经验

丰富的立案庭庭长王炜协同化解。历

经分群体、分类别的 30 余次耐心细致

调解，开发商向业主支付了违约金，这

起纠纷圆满化解。

项目化推进“法官进网格”

近日，在“三官两员一顾问”固定活
动日中，华龙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干警陈
丽丽知悉自己分包的社区发生了一起
赡养纠纷，她便和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前
往老人家中了解情况。在老人家中，陈
丽丽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倾听了老人
的诉求，也了解了其子女的委屈和难
处。陈丽丽结合自己以往处理赡养案
件的经验，通过情法理并举的方式进行
劝导。经过多次“背靠背”、面对面的调
解，老人的子女认识到了错误，约定轮
流赡养老人。

华龙区法院将区委政法委开展的

“三官两员一顾问”活动与“我为群众
办实事”“六防六促”“三零”创建等活
动紧密结合，选派 57 名法官深入 57 个
村居、社区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常
态化、实质化、项目化推进，“固定进、
日常进、线上进”并用，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今年以
来，入户排查 500 余户，走访人数 800
余人次。

高标准打造联动平台

“我遇到一起劳动争议纠纷，1 月
提起诉讼，今天在法院与工会联合委派
的劳动争议纠纷调教员的主持下，用了
一上午的时间，就与被申请人达成了调
解协议。”近日，在华龙区法院诉前调解
中心，申请人张某说。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化解纠纷，华

龙区法院和区总工会共建的劳动争议

纠纷诉调中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2021年12月，两家单位出台《关于

建立“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

机制的实施意见》，选派资深劳动争议

审判法官，联合优选的 3 名律师调解

员，共同化解劳动争议纠纷，调解成功

的案件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书，发挥纠

纷化解的社会化力量，有力促进劳动者

合法维权。

此外，该院主动“出击”，确立“整

合资源、打破壁垒、共建平台”工作思

路，联合相关部门共建了涉知识产权、

涉桥涉路、价格争议等类案特色化解

纷平台，把调解贯穿诉讼全过程，通过

充分发挥法院对接功能，努力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濮阳法院濮阳法院““专业审判精细化专业审判精细化、、司法服务精细化司法服务精细化””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聚焦“急难愁盼”多元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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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司法局

培训执法人员 推进创建工作 潢川县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在三环路南侧、航空路

西侧建设的锦江花苑小区项目依法

应补缴人防易地建设费，为此，我单

位向你公司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征

收人防易地建设费决定书》（潢）防

征决字〔2022〕10号、（潢）防征决字

〔2022〕11号，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

日内来我单位领取上述行政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潢川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2年5月10日

公 告

●内乡县恒晟物流有限公司豫
RFZ855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325032467，声明作废。
●南阳市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博爱县柏山镇汽车配件经销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
410822MA3XJP0D04，声明作废。
● 公 示

我叫王玉和，于1998年购买
新乡市开发区宏运房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开发的位于新乡市文
化桥新乡县轻工机械厂家属院
小区的房产，由于新乡市开发区
宏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现已
无法联系，现由我单方提交办证
资料，完善相关手续，办理不动产
登记，特此公示。如有异议的可
向新乡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
心提出，公示期满15个工作日后
由登记部门进行登记补证。
公示人：王玉和 2022年5月10日

●泌阳县融兴矿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28221000636，声明作废。
●2022年4月26日出生的吴宸
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V411180669，声明作废。
●封丘县弘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车牌号豫GB396挂道路运输证遗
失，证号410727005520，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0640015，姓名为
史紫晨，出生时间为2012年3
月26日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鹤壁市盛昌运输有限公司车牌
号：豫FB0770的道路运输证遗失，
证号：410621039569，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315017，姓名为王
孝轩，出生时间为我2018年12月
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 公 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获嘉县
普罗旺世幼儿园于2022年5月7
日准予成立登记，社会信用代码：
52410724MJY8462850 ，法人：
武萧伟，地址：获嘉县普罗旺世小
区内。主管单位：获嘉县教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