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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声”
鹿邑县真源中心学校 校园广播站又添
校园广播站是学校工作的宣
传窗口袁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阵地遥 为更进一
步推进素质教育实施袁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袁
发掘学生的潜质袁努力提升广播站的播音质
量遥 鹿邑县真源中心学校于 9 月 18 日上午
举办校园播音员播音大赛袁共有来自四尧五尧
六年级的 30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遥

学校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袁推荐了
赵丽尧张丹尧金显进尧赵艳尧胡艳丽五位教师
担任评委遥 比赛分为自我介绍和自选稿件
朗诵两项遥 小选手们个个精心准备袁台上沉
着冷静袁声情并茂尧绘声绘色的诵读赢得了
在场评委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遥
评委们根据选手的普通话标准程度尧对感

方城县凤瑞街道

情基调的把握情况尧语言表达流畅度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分遥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袁最终评选
出 16 名优秀的播音员袁予以选聘并进行表彰遥
本次播音比赛不仅为校园广播站补充
了新生力量袁也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我的舞台袁同时也将为学校广播站的蓬勃发
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遥
渊宋 涛冤

暴力抗法被拘留
执行现场暴力抗法袁被执行人
的行为在拒执这一违法的基础上又违法袁鹤
壁市浚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对其采取了拘
留措施以示惩戒遥
申请执行人刘某与被执行人孙某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袁经法院判决孙某返还刘某借
款及利息遥判决生效后袁孙某拒不履行义务袁
刘某申请强制执行遥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袁执行干警对孙某

名下的财产进行线上线下查控袁发现孙某名
下有门面房一套袁执行干警依法对其房屋进
行查封遥 该房屋经过两次拍卖一次变卖均
无人购买袁最终经刘某同意袁依法将孙某名
下的房屋抵偿刘某的部分债务遥 起初该门
面房对外出租袁由案外人使用袁暂时无法交
付给申请人袁房租到期后袁案外人将房屋腾
清袁钥匙交还给刘某遥 经执行干警与被执行
人孙某做思想工作袁孙某同意将房屋交接给

申请人刘某遥 执行干警出面协调房屋交接
事宜袁房屋钥匙交接过程很顺利没有任何异
常袁执行干警在返回法院的途中袁接到刘某
的电话袁得知孙某态度突然变得蛮横无理袁
强制霸占房屋拒不交接袁并与申请人发生口
角遥 执行干警立即赶赴现场袁了解情况后并
与被执行人孙某做工作袁然而孙某毫不悔改
之意袁执行干警果敢处理袁将其带回袁依法对
其拘留惩戒遥
渊马宁雪冤

吃“他汀”不能吃柚子，您知道么？
武汉市第一医院 戴朝博

又到了一年柚子上市的季节了袁柚子的
好处非常的多袁可以清热去火遥 由于柚含糖
量高尧酸甜适度尧营养丰富尧贮藏耐久袁素有
野天然罐头冶之称遥然而袁如果您正在吃他汀袁
再吃柚子之前需要多了解一些知识遥 否则袁
可能会诱发严重后果遥
市民张大爷 72 岁了袁 因为特别爱吃柚
子袁所以他每天都会抱一个柚子回家袁而且
一个人能吃掉一整个遥 前不久袁张先生突然
四肢酸痛尧手脚无力袁随后症状不断加重袁家
人发现他连路都走不动了袁赶紧将他送到医
院急诊科遥 医院立即为张大爷抽血做检查袁
发现肌酸激酶高出正常值的 10 倍以上袁这
是急性损伤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遥
反复追问近期生活情况袁半年前张大爷

查出高脂血症袁在医生建议下服用阿托伐他
汀进行调脂治疗袁出现症状前袁他已经连着
吃了一个星期的柚子了遥 真相大白袁柚子不
能和阿托伐他汀同食
为什么小小的柚子会引起这么严重的
后果呢钥 是由于柚子中含有一种叫呋喃香
豆素的成分袁呋喃香豆素可抑制人体内分解
药物的酶活性袁如果此时患者再同时服用他
汀类药物袁比如院舒降之辛伐他汀片尧立普妥
阿托伐他汀钙片等袁从而导致进入血液的他
汀类药的药量倍增遥 即使按正常剂量服药袁
如果同时吃了柚子或喝了柚子汁袁结果也等
于平时吃了 10-15 片药袁 这种情况下很可
能引起药物中毒遥
张大爷停用他汀类降脂药袁在医院接受

针对性的治疗袁 肌肉酸痛很快就会得到缓
解袁走路也能回复正常遥
不能与柚子类水果同吃袁那么除了一些
他汀类药物袁还有哪些药物也不能与柚子尧
西柚尧类水果及其果汁如西柚汁尧柚子汁等
同服呢钥
最常见的以下几种药物院
1.勿与降压药(如硝苯地平)同服袁会加
强降压药的效果袁导致低血压现象遥
2.勿与部分抗焦虑或镇静药(地西泮尧
咪达唑仑等)同服院柚子会延长这类镇静催
眠药的作用时间袁从而引起眩晕和嗜睡遥
3.勿与抗过敏药(息斯敏尧特非那定等)
同服院服药后食用柚子袁会加重抗过敏药对
心脏尧肝脏及胃肠道的不良反应遥

强化信访队伍建设畅通民意
渠道
近日袁方城凤瑞街道建立了一
支由辖区人大代表组成的 野信访代理员冶队
伍袁活跃在全街道各个社区和网格袁听民声尧
汇民智尧解民难袁有效调处化解矛盾纠纷 20
多起袁畅通了民意渠道袁促进了和谐稳定遥
野信访代理员冶经过推选产生袁从各选区
选出 2 名人大代表和 3 至 5 名选民代表袁经
法律培训后担任该社区的信访代理员袁定期
收集和反映居民意见建议遥街道人大统一为
信访代理员制作证件和叶接访记录薄曳袁明确
职责并建立民意民愿双向收集制度袁定期走
访遥 在野人大代表接待日冶活动中袁信访代理
员听取群众声音袁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归类处
理袁争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遥
渊齐晓辉冤

项城市三店镇财税所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迷途》
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风清气
正过节袁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
防变能力袁在国庆节前夕袁项城市三店镇财
税所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叶迷途曳遥
该片分为 野蒙尘的警徽冶尧野蜕变的人
生冶尧野失衡的天平冶三个章节袁通过当事人的
现身说法尧忏悔录和纪检审查人员对案件的
深入剖析袁介绍了政法系统违纪违法的典型
事例袁警示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守野底线冶袁不
触野红线冶袁不摸野高压线冶袁严以用权尧慎重交
友袁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袁以党的纪律
为尺子袁以国家法律为准绳袁做到守初心尧知
敬畏尧存戒惧遥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袁 大家纷纷表示袁
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袁筑牢思想防线袁慎用
手中权力尧慎重交友袁严格遵守党员干部廉
洁自律相关规定袁坚决抵御各种诱惑尧守住
纪律底线尧不越法律红线袁做一名清正廉洁尧
担当作为的好党员尧好干部袁共同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遥
渊王 森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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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广田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卫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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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炙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孙艳和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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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炙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张辉院
关于原告程万选诉被告张辉尧上蔡县平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尧上蔡县御
华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袁上蔡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20)豫
1722 民初 5840 号民事判决书袁原告程万选不服提起上诉遥 因你迁移新址袁地
址不明袁无法联系上你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袁上诉人程万选请求:
一尧依法撤销上蔡县人民法院(2020)豫 1722 民初 5840 号民事判决书袁依法
改判被上诉人张辉于 本判决 生效 后十日 内支 付上诉 人程 万选 工程款
1852028.68 元尧鉴定费 80000 元及利息遥 二尧被上诉人上蔡县平安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尧上蔡县御华置业有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或发回重审;三尧被
上诉人承担本的诉讼费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遥 逾期不 答辩视为放弃答辩权利袁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炙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应诉开庭公告
李兴龙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舟阳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 1722 民初 4810 号的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等相关
应诉材料遥 原告诉讼请求院一尧要求刘春景与李兴龙共同偿还借款 13 万元遥
二尧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遥 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上蔡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 305 室开庭审理袁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炙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志昂院
本院受理原告上蔡县大自然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袁因你地址不详尧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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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当事人须知遥 原告请求院1尧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拖欠的装修工程款共计 32000 元整遥 2尧判令被告承担本诉讼全部费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袁你应到本院齐海法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袁逾期
不领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
院决定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齐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遥 届时未到庭参加诉讼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判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炙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商丘市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生产 3 万吨塑料制品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1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查
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院
链接院<https://pan.baidu.com/s/1eidoqFvlMjgq0tWGLyof0Q> 提取码院4rcv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院可至建设单位商丘市福森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渊商丘示范区同创钢构内冤查阅报告书全文纸质版遥
2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包括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有关单位尧专家尧公民尧法人和其
他组织遥
3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并填写好后将电子版传送至建设单位邮箱
渊924606003@qq.com冤袁或快递至建设单位所在地渊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 310 国道济广高速新区北口向东 500 米刘小庙村渊同创钢构内冤冤遥
4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 年 9 月 27 日-2021 年 10 月 14 日遥
商丘市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7 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景卫院
原告张安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因你外出袁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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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原告在诉状中要
求院一尧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50000 元遥 二尧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袁 你的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东洪法庭进行开庭审理袁请准时出庭参加诉讼袁逾期不到庭袁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鹏飞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孟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因你下落不明遥 依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本院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尧
起诉状副本尧举证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原告诉至本院
要求你偿还借款 6.43 万元及利息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日期和举证日期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如不提
出答辩状袁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遥 本院定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上蔡县人民法院东楼五楼审判庭开庭审理袁 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袁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炙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渊2021冤豫 1722 执恢 295 号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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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
添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房产及土地上附属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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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标的物院被执行人上蔡县添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房产及土地上附属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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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院杨法官
联系电话院0396-2165176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注销公告：宜阳安轩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袁 即日起解散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410327MA445X2B84)袁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袁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袁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司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袁向本公司申请债权遥
遗失声明告：姓名:赵辰彧袁性别院男袁出生证号院R410966564袁出生
日期院2018 年 4 月 23 日袁出生证丢失袁特此登报证明遥
注销公告：洛阳市美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袁即日起解散
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410327MA9F99PG0H)袁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袁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袁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
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袁向本公司申请债权遥
注销公告：宜阳县源众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袁即日起解散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410327MA46XUAN3X)袁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袁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袁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司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袁向本公司申请债权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渊2021冤豫 1722 执恢 266 号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 10 时止渊延时的除外冤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位于河南省上蔡县位
于龙胜大道与蔡侯路交叉口河南天宇实业有限公司院内南楼门面房自南向北
第一套尧自南向北第二套尧自南向北第三套袁北楼门面房自南向北第一套尧自南
向北第二套尧自南向北第三套遥 依照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拍卖尧变卖财产的规定曳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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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河南省上蔡县位于龙胜大道与蔡侯路交叉口河南天宇
实业有限公司院内南楼门面房自南向北第一套尧自南向北第二套尧自南向北第
三套袁北楼门面房自南向北第一套尧自南向北第二套尧自南向北第三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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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物权人袁 优先购买均可参加竞
拍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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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邱法官电话院13839633303 0396-2165133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