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郑州市超信置业有限公司依据河南省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
书》（（2019）豫0191执14046号之二）及《协助执
行通知书》（（2019）豫0191执14046-3号），向我
局申请将河南正泰信创新基地有限公司位于高新
区金梭路西、国槐街北，土地使用证编号为郑国用
（2012）第046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过户至郑
州市超信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经现场勘查，该宗土
地地上存有一栋6层在建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二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建筑物、
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为保障相关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现发布转让公示，公示期自2020年7
月30日起至2020年8月5日止。

如对以上内容存有异议，请当事人于公示期内
携合法有效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相应
权属证明材料向我局说明情况，并请当事人尽快向
法院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出具执行异议受理单，我
局将暂缓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如无单位或
个人主张自身合法权益，或有异议但无法提供法院
中止执行文书，我局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以上
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

联系电话：0371-67981695，联系人：邵先生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2020年7月31日

关于河南正泰信创新基地有限公司
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事宜的公示

●洛阳市涧西区安德莉亚蛋糕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305MA42LBYJ2M，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马娅群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81625

074679，声明作废。

●2018年11月24日出生的刘

诗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585227，声明作废。

●偃师市城关镇兴隆东街爱得堡

汉堡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381600022836，声明作废。

●郑州市建设投资总公司工会法

人资格证（正本）、工会主席法人资

格证均不慎遗失，编号：郑工法

证字第1601130015号，特此声明。

●2013年5月1日出生的王蜜

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78172，声明作废。

●2008年10月22日出生的李

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683157，声明作废。

●封丘县建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

27MA48421G6H），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 樊 鹏 飞 ，警 官 证（警 号 ：

15179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光山县职工失业保险所银行

专户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Z5

156000027801，账号100122985

010016666，声明作废。

●太康城关张大华诊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丢失，登记号

412724001915，声明作废。

●2014年6月26日出生的广芷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945605，声明作废。

●2015年12月4日出生的柯一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61785，声明作废。

●周口市奥翔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2A910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90721，声明作废。

●周口康力运输有限公司豫

P9U48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620058943，声明作废。

●豫 A313T 挂营运证丢失，证

号410183029268，声明作废。

●安阳县伦掌镇西柏涧周毅商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522600181103，声明作废。

●登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票据

序号：1090777，1份、0001338611

-0001338613，3份、0611208-06

11213，6份、0611215、00611216、

0611218至0611220，3份、08783

52、0978624、0979071，0980732至

0980735，4份、5012786至50128

44，59份、5012678、5013032、5013

040至5013072，33份、0901146至

0901170，25份丢失，声明作废。

●张煜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859492丢失，声明作废。

●高永哲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328626275582声明作废。

●刘俊娜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328626504178，声明作废。

●息县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528MA44GEXA51，声明作废。

●河南远迈石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MA

45781J0D）经股东决定拟注销，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辉县市阳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782000040089）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创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03100003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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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阳县忠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5MA

45JJF34Q），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乡市壮壮饲料销售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5

MA44LTKD5K），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森兰川工程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超奇位于上街区淮阳路南段

23号院C2幢2单元1002号的房

屋，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上街支行的不动产抵

押登记证明（证号为豫（2017）上

街区不动产证明第0019669号），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刘翠位于上街区淮阳路南段

23号院C2幢2单元2202号的房

屋，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上街支行的不动产

抵押登记证明（证号为豫（2017）

上街区不动产证明第 0019691

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王宇丽，女，身份证号412723

199103161328，2020 年 7 月 20

日因保管不善遗失河南省司法

厅2016年12月21日颁发的律

师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号：141

01201611906556，现声明作废。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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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周口市龙华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8Z99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56942，声明作废。
●临颍县杜曲镇后韩基督教
堂公章遗失，编号：411122002
7888，声明作废。
●虞城县新粮仓储设备有限
公司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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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30日电
7月30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家开
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
受贿一案。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怀邦及
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检察院起
诉指控：2009年至2019年，被告人
胡怀邦利用担任交通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
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
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在获取及增加银行授信额度、设
立汽车金融公司、入股商业银行以
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为相关单位
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
合共计人民币8552.4008万元。

胡怀邦受贿案
一审开庭 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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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电信
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非接触”式新型网
络犯罪快速上升，全
国公安机关开展了
多 轮 打 击 整 治 行
动。高压之下，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为何
屡禁不绝、边打边
冒？面对诈骗分子
层层伪装、环环设
套，老百姓应该如何
识别骗局？

诈骗手法
层出不穷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随着
群众生产生活加速向网上转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应高发多
发：一些网民有的因申请贷款被
诈骗；有的被诈骗分子谎称“兼职

‘刷单’可以赚钱”诈骗；有的在网
上购物被冒充客服的人员诈骗；有
的因网络交友、网络赌博被诈骗。
此外，冒充公检法的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仍然使不少群众上当。

在虚假购物类诈骗中，诈骗分
子以低价推销商品、服务，再以手续
费、订金、预付款等理由要求受害人
先付款，待收到钱后，将被害人联系
方式“拉黑”或者直接失联。

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在各种
QQ群、微信群、招聘网站中发布
兼职信息，声称招募兼职网络“刷
单”，以高额佣金为诱饵诱骗当事
人上钩。

公众应当如何提防这些形形
色色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公安
部刑事侦查局二级巡视员郑翔介
绍了几个“小贴士”：广大群众要
牢记，凡是“网上贷款需要先交
钱”的不要相信；凡是“网上兼职

‘刷单’刷信誉”的不要相信；凡是
“退款退税需要先打钱”的不要相
信；凡是“网络购物以手续费、订
金、预付款等理由要求先付款”的
不要相信；凡是“自称公检法电话
要求转账”的不要相信。同时，不
轻易登录陌生网址链接、不轻易
添加陌生 QQ 和微信、不轻易下
载陌生App、不向陌生账户转钱。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
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
持续高发，已成为上升最
快、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
罪。郑翔介绍，当前，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总
量不断上升；犯罪团伙大
多隐藏在境外；作案手法
组织化、智能化程度不断
提高；诈骗团伙作案目标
性强；为诈骗团伙提供服
务的“黑灰产”在不断扩

大。
庞大的“黑灰产”也是

电信网络诈骗迅猛发展的
幕后推手，为诈骗集团提
供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手
机卡、银行卡以及洗钱套
现、市场营销、技术支撑等
服务。公安机关侦破的多
起贩卖“两卡”专案中，抓获
的犯罪嫌疑人多达成百上
千人、缴获“两卡”数量有的
以吨计。

“黑灰产”推波助澜

近几年，全国开展
了多轮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记者采访发现，各
地全力推进打击、治理、
防范工作，取得明显的
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
年，面对网络贷款、网络

“刷单”、“杀猪盘”、冒充
客服等 4 类高发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公安机关
共捣毁窝点 2460 个，抓
获嫌疑人 1.9 万名，破获

案件 2.3 万起，高发类案
件得到有效遏制。

在严厉打击为电信
网络诈骗提供服务的“黑
灰产”犯罪方面，公安机
关共捣毁犯罪窝点 7200
余个，查处“黑灰产”犯罪
嫌疑人3.2万名。

此外，公安机关强化
技术反制和资金拦截，累
计拦截诈骗电话 1.2 亿
个、封堵诈骗域名网址21
万个。 （据新华社电）

打击力度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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