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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局限
离婚的冲击和影响袁离异家庭尧单亲家庭是
未成年犯罪的主要诱因袁英国叶家庭法曳为
保障未成年子女权益袁 特别设置了延长反
省与考虑期的情形 院 有子女未满 16 周岁
的袁反省与考虑期增加至最短 18 个月遥 此
外袁 如双方均申请延长冷静期以变更协议
达成离婚目的袁 但婚姻办理机关却面临审
批没有依据的窘境袁 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
裁判袁 办理人员没有任何可自由裁量的余
地袁如此当事人的合理需要将得不到回应袁
只能选择撤回离婚申请袁 原先达成的协议
无效袁想要离婚就必须再次提交申请袁重新
计算冷静期袁或者直接求助于诉讼离婚袁反
而增加了负担遥
冷静期的目的是减少冲动离婚袁 但仅
靠当事人自我反思很难能够冷静下来袁更
需要婚姻办理机关及社会调解组织等第三
方介入遥 英国通过叶家庭法曳确立了离婚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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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不同于司法审判袁办理流程和
实质审查更强普遍适用性袁办理人员不具备
自由裁量的权限袁其本质是婚姻办理机关对
婚姻的野身份关系合同冶的审批遥 登记离婚应
符合以下条件院一尧男女双方建立了合法尧有
效的婚姻关系遥 二尧双方当事人均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遥 三尧需双方自愿并订立书面
的离婚协议遥 四尧书面的离婚协议应当载明
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袁以及对子女抚养
与财产分割尧债务承担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
见遥 男女双方订立有效的离婚协议外袁还需
亲自到婚姻办理机关办理离婚登记遥
婚姻法立法方面遥 冷静期长短设置标
准单一袁 不能很好应对实践中出现的多种
状况袁期限设置自上而下袁缺乏弹性袁不能
充分吸收当事人意愿遥 当事人有未成年子
女的情况下袁三十天的冷静期明显较短遥 根
据数据显示袁 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最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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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原则袁原则上维护婚姻袁鼓励采取一切可
能的措施挽救婚姻袁 针对实在无法挽回的
婚姻袁应予解除袁将婚姻不幸对双方和子女
的影响降到最低遥 在法庭作出解除婚姻决
定前袁双方必须参加信息会议袁在婚姻顾问
的引导下就离婚尧子女尧财产等可能出现的
问题提供信息后袁才可作出婚姻破裂声言遥
法院收到婚姻破裂声言后袁 双方至少还需
经过一年离婚反省与考虑期袁 才可向法院
申请离婚令遥 韩国则建立了类似的熟虑期
制度袁 由法院在熟虑期内为当事人提供专
业咨询和法律知识遥 但叶民法典曳关于离婚
冷静期的配套制度尚未明确袁 缺乏家庭矛
盾介入机制袁 仅凭当事人递交的书面材料
无法甄别冲动离婚与破裂婚姻袁 若不完善
调解与咨询服务袁 离婚冷静期化解婚姻危
机尧 遏制轻率离婚的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
发挥遥
渊作者单位院濮阳县人民法院冤

加 强党史学习 汲取 奋 进
力量
自 党史 学 习 教育 启 动 以
来袁尉氏县大营镇财政所准确把握党史
学习教育目标要求袁不断从党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袁助推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该所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全面
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袁教育引导全所党员
干部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主动作为尧奉献担当遥 同
时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本职工作结
合起来袁作为激励干事创业尧提升服务
意识的一次强力举措袁进一步增强服务
意识袁 提升服务群众的效率和水平袁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野我为群众办实
事冶的行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遥
渊陈建兴冤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峰院
本院受理刘富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地址不详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芦岗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朱广清院
本院受理朱彦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地址不详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 10 时在本院芦岗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王银平院
本院受理原告申占东与被告王银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袁因
你外出袁地址不详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722 民初 560 号民事判决书遥判决书判令限被告王银
平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偿还原告申占东货款 69袁250 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
规定利率从 2018 年 11 月 21 日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袁 之后利息按银行
间拆借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同时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 1531 元袁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思贤院
本院受理原告苏建吾与被告黄思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袁因
你外出袁地址不详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722 民初 666 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书判令一尧被告黄
思贤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原告苏建吾款 113袁000 元遥 二尧驳回原
告苏建吾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同时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 2560 元袁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世勇院
本院受理陈显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地址不详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芦岗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广清院
本院受理曹卫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地址不详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 9 时在本院芦岗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催交物业费公告
武陟县铂金小区业主院
本小区截止到 2021 年 5 月 31 日未按时缴纳物业费者情况如下院 马庆
庆袁物业费 1075 元袁滞纳金 211 元曰丁 杉袁 物业费 1075 元袁滞纳金 211 元曰
陈吉利袁物业费 1212 元袁滞纳金 238 元曰翟路路袁物业费 1212 元袁滞纳金 238
元曰翟大洋袁物业费 1179 元袁滞纳金 232 元曰张敬芬袁物业费 1179 元袁滞纳金
232 元曰谢慧敏袁物业费 1099 元袁滞纳金 216 元曰郭龙虎袁物业费 1904 元袁滞
纳金 476 元遥 何迎芳袁物业费 1872 元袁滞纳金 468 元遥 薛京艳袁物业费 1099
元袁滞纳金 216 元曰薛小二袁物业费 1785 元袁滞纳金 422 元曰李文平袁物业费
4120 元袁滞纳金 1544 元曰张军伟袁物业费 786 元袁滞纳金 129 元曰赵作峰袁物
业费 1133 元袁滞纳金 207 元曰陈 琳袁 物业费 3399 元袁滞纳金 1140 元;葛 蕊袁
物业费 1828 元袁滞纳金 445 元曰赵雨晴袁物业费 2631 元袁滞纳金 698 元曰陈淑
清袁物业费 1311 元袁滞纳金 257 元曰王 乐袁 物业费 6498 元袁滞纳金 3476 元曰
苗一帆袁物业费 1677 元袁滞纳金 285 元曰杨 凯袁 物业费 3809 元袁滞纳金 1349
元曰王立书袁物业费 5690 元袁滞纳金 2527 元曰辛留成袁物业费 1813 元袁滞纳金
397 元曰闫 磊袁 物业费 3226 元袁滞纳金 857 元遥 刘胜超袁物业费 4068 元袁滞纳
金 1393 元遥 杨翠芳袁物业费 4424 元袁滞纳金 1566 元曰王新菊袁物业费 6305
元袁滞纳金 2801 元曰杜 明袁 物业费 4473 元袁滞纳金 1677 元曰赵凯月袁物业费
1022 元袁滞纳金 186 元曰王新红袁物业费 1249 元袁滞纳金 227 元曰郭艳娜袁物
业费 2678 元袁滞纳金 710 元曰原燕军袁物业费 5211 元袁滞纳金 2090 元曰段云
霞袁物业费 1674 元袁滞纳金 328 元曰王劲松袁物业费 2644 元袁滞纳金 688 元曰
杨温温袁物业费 5666 元袁滞纳金 2479 元曰马顺强袁物业费 4658 元袁滞纳金
1746 元曰张金花袁物业费 4986 元袁滞纳金 1785 元曰雒梦杰袁物业费 1467 元袁
滞纳金 268 元曰刘有祥袁物业费 7373 元袁滞纳金 3942 元曰江玉 柱袁物业费
5902 元袁滞纳金 2746 元曰郝明超袁物业费 1439 元袁滞纳金 263 元曰杜小慧袁物
业费 1398 元袁滞纳金 274 元曰冯艳红袁物业费 2821 元袁滞纳金 998 元曰王雅
琳袁物业费 3890 元袁滞纳金 1728 元曰李 新袁 物业费 5607 元袁滞纳金 2490
元曰王水利袁物业费 5455 元袁滞纳金 2422 元曰王红杰袁物业费 4139 元袁滞纳金
1550 元曰乔海耕袁物业费 6570 元袁滞纳金 3511 元曰孟素霞袁物业费 7147 元袁
滞纳金 3835 元曰陶翠平袁物业费 4455 元袁滞纳金 1669 元曰韩拥军袁物业费
5036 元袁滞纳金 2021 元遥
现在特公告予以催交袁 望您在接到本通知后五日内到小区物业公司交清
物业费及滞纳金袁逾期您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遥
武陟县铂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瑞霞院
本院受理原告朱胜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地址不详遥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芦岗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弘威院
本院受理原告尚超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地址不详遥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芦岗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会臣院
本院受理原告沈丽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袁因你地址不祥袁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和开庭传票遥 原告沈丽要求依法判
令非婚生子张浩然归被告自行抚养遥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袁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袁 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上蔡县人民法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判决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茵二一年六月三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余小山院
本院受理原告曹南南与你离婚纠纷一案袁因你地址不祥袁依照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和开庭传票遥 原告曹南南要求与你离婚曰婚生
子女由原告抚养袁由被告支付抚养费遥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袁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袁 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上蔡县人民法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判决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茵二一年六月三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渊2021冤豫 1722 执恢 207 号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 10 时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 10 时止渊延时的除外冤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被执行人王某某
以物抵偿的位于上蔡县龙海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尧 上蔡县齐海乡社区 6 号楼东
单元 4 层东户尧7 号楼东单元 5 层东户尧8 号楼东单元 5 层东户尧8 号楼西单元
4 层西户尧9 号楼东单元 3 层西户遥依照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
中拍卖尧拍卖财产的规定曳尧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规程渊试行冤曳
的规定袁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院
拍卖标的物院 拍卖被执行人王某某以物抵偿的位于上蔡县龙海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尧 上蔡县齐海乡社区 6 号楼东单元 4 层东户尧7 号楼东单元 5 层东
户尧8 号楼东单元 5 层东户尧8 号楼西单元 4 层西户尧9 号楼东单元 3 层西户遥
拍卖机构名称院淘宝网渊司法拍卖冤遥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案件当事人尧担保物权人尧优先购买权人均可参加
竞拍袁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遥 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的拍卖底价尧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袁
请直接在人民法院网尧人民法院诉讼资源网尧淘宝网上查询遥
联 系 人院冯法官
联系电话院0396-2165155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遗失声明：胡美月袁身份证号院412728195807150428袁不慎将医师执
业证书丢失袁证号院110412700004513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鹿邑县德福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411628NA000041X袁法人院张洪川袁注册时间院2007 年 11 月 21 日袁现声明
遗失失效遥
注销声明：鹿邑县德福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411628NA000041X袁法人院张洪川袁注册时间院2007 年 11 月 21 日袁现声明
注销遥
遗失声明：杨文涛袁身份证号院410104197509220014?不慎将郑州环
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开出的升龙国际 B 区 B5-3001/3002/3003/3005/3006袁
经 营保证金收 据丢 失 袁 票 据 号 院07333/07334/07335/07336/07337袁 金 额 院
预80487渊大写院捌万零肆佰捌拾柒元整冤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
纠纷与郑州环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无关遥
遗失声明：游中杰袁不慎将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开据的收费票据遗失袁
发票号院No院0042760袁票据批次院RC揖2019铱袁金额是 9762.46 元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于传华袁身份证号院41142119931111768X袁保险代理人执
业证号院00001841010500002020006556袁因执业证不慎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赵苗苗袁身份证号院41282319931021562X袁保险代理人执
业证号院02000141010080220180403659袁因执业证不慎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李爽袁身份证号院412723199612301624袁保险代理人执业
证号院00001841010501002020008281袁因执业证不慎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郑州市金水区朱安敢熟食店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渊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院 92410105MA9FFP4L4G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尧 副 本 袁 渊 注 册 号 院410204028021921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1410204MA4055C52W冤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陈真袁 身份证号院412824198711055526袁 执业证号码院
02000241170080020160403203袁因执业证不慎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文雪英袁身份证号院412824196804080625袁执业证号码院
02000241170080020170101139袁因执业证不慎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付亚平袁身份证号院41282419651005072X袁执业证号码院
02000241170080002014006530袁因执业证不慎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 失 声 明 ：三 角 鼎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尧 丢 失 公 章 渊 编 号
4105810015078冤尧 财务专用章 渊编号 4105810015079冤尧 法人手章 渊编号
4105810015080冤尧 发 票 专 用 章渊 编 号 4105810019358冤尧 合 同 专 用 章 渊 编 号
4105810021085冤各一枚袁声明作废遥

十八鲜调料是由河南十八鲜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袁是调味大料知名品牌袁河南十八鲜
食品限公司采用国内外先进的工艺加工技术袁
并经专家精心调制生产曰十八鲜和老酱妈十八
鲜两大系列产品袁产品营养丰富袁并能增加菜
肴色泽及香味袁风味口感更佳遥 现面向全国各地诚招代理商遥
十八鲜是由河南十八鲜食品有限公司生调味品有限公司发布的
调味大料产品院
有代理尧批发采购十八鲜和老酱妈十八鲜意向均可与河南十八鲜
食品有限公司联系袁沟通洽谈遥

18637111801

13253370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