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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托丽娜：
想在郑州多吃好吃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本 报 讯 25 岁 的 乌 克
兰美女球员斯维托丽娜神
似莎拉波娃，作为 2019 工
银信用卡郑州网球公开赛
的二号种子，她一走进新闻
发布厅的大门，相机、手机
就开始对准她咔嚓咔嚓拍
个不停。
“喜欢你的中国球迷很
多，还给你起了一个很美的
昵 称 叫‘ 小 白 菜 ’，你 喜 欢
吗？”对媒体的这个问题，斯
维托丽娜非常开心，发布会
现场止不住地多次哈哈大
笑。
“这个称呼真的出乎我的
意料，
我很喜欢，
很棒。我在
亚洲有很多粉丝，希望有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我，
哈哈。
”
9 月 9 日晚，斯维托丽
娜抵达郑州，正式开始了自
己的郑网公开赛备战，
“这
里 的 场 馆 很 好 ，观 众 很 热
情，我非常期待马上开始的
比赛。”在刚刚结束的美网

公告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房产中介

●房地产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让商铺门面

●注销公告:河南省农村财政学
会登记证书编号：
豫民社证

字第0330号，
经会员代表大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 10
亩,门面 2000 平方手续齐全出
售，电话：18003711111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求职

●招聘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家教

招聘
●招聘普通船员，
年薪12万，
联系电话18551673602朱先生
分类广告

咨询代理

会同意现决定清算注销。联
系人：
陈铮，
联系电话037165808720

●陈闯 ,身份证号码41132519
84****7413请你自本公告发

5173121郑州湘元三一工程机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许可证编号JY141018100134

幸福家苑2号楼2单元402号

号码00010381，
声明作废。

5453，
合同专用章编码41

不慎丢失，
因此所造成的一

●河南叽哩咕噜文化传媒有限

此声明。

声明作废。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本人因保管不善将中国太平

声明

发票，
代码4100142650，

费-案件受理费9303元所出

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

代码914115256921849620)

商标专利

失，
房屋坐落原阳县南干道

于2019年4月9日交纳的诉讼

财务专用章编码410305003

号为1807310400000000001,

组申报债权。

●裴彦贵，
原房权证老城字第

●缴款人赵萍、
赵玉柱、
何秀荣

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

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于可注册号411426615170430

公章编码4103050035452，

8MA3X6HD8X1)和公章(410

●蔡瑞强(身份证号410322198
楼B4007经营保证金票据，
票

洋保险保单遗失,流水号QBAU
1950369145、
QJBB1901450940
车牌号:豫ATH663,声明作废。
●洛阳咏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票章（编码410303013457
8）丢失，
声明作废。

●郑东新区白沙镇鑫源门窗商
行(92410100MA45BJQX6D)营

●陈风芹00376601号契税完税

业执照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周小芬与郑州市长城房屋开

队公章（4107000161387）邓

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

20123089号房屋所有权证遗

房，
声明作废。
●胡苗苗,郑州市树青医学成人
中等专业学校妇幼专业毕业

证遗失,校证字970408号,豫成

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

●郑瑞芳（女）遗失高级中学
教师资格证书，
任教学科：
化学，
证号：
2006411184
1000580，
声明作废。

中教字01001794号,声明作废。 ●陈家君(身份证41010319451
2242417)遗失位于管城回族
●本人吕龙不慎将新乡三联置
区东大街248号6号楼3单元7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号为5-1号，
产权证号为000101156
1603，
编号9029123金额280
5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和补偿
31元的房款收据，
编号90291
结算单，
声明作废。
24金额8410元维修基金及楼
●患者吴冰语身份证号41010
宇认购书遗失，
声明作废。
2201012290128于2018年
●本人董占涛不慎将新乡三联
8月1日就诊于郑州市中心医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号5-1
院,不慎丢失当天的发票,金额
-1502，
编号1229100金额21

1071.99元,已补制专用票据一

4506，
声明作废。

公司黄河路店(统一社会信用

公章（编码：
41010400975

5)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证办证联丢失，
声明作废。

●新乡市凤泉区帅昇建筑维修

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位于

运河法人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5000房款收据遗失，
声明作废。 张,特此登报声明,原发票失效。
●张世尊警官证丢失，
证号01
●河南珍医堂民生大药房有限

●河南易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东初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阳光新城项目4号楼1405房
收据票号0004596的原件不慎
丢失，
声明作废。

●席学强的洛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法医专业毕业证遗失,证

书登记第92299号,声明作废。

财务章遗失，
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河南英豪娱乐有限公司遗失
娱乐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
410105160138，
声明作废。

龙狮龙舟协会承办。
龙舟赛是中国传统民
俗体育项目，是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喜爱。为了丰富洛阳旅
游 文 化 内 涵 ，打 造 水 线 旅
游+体育+文化的新亮点，
让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群
众基础的赛龙舟活动，在传
统的文化节日散发出新的
光彩，
“龙行中原”河南省第
二 届 全 民 龙 舟 大 赛（洛 阳
站）暨洛阳市首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龙舟比赛应运而生。
本次洛阳站龙舟赛共
设省辖市公开组、洛阳市大
众 组 两 个 组 别 ，进 行 男 子
22 人标准龙舟 200 米直道
竞速和男女混合 22 人标准
龙舟 200 米直道竞速两个
项目的比赛，设置大小 12
个奖项，
最高奖金 5000 元。

●陈俊文遗失2018年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编号
2018141080180087声明作废。
●郑州天运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发票领购簿遗失，
税号9141
0100587060749J声明作废。
●河南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发票领购簿遗失，
税号91
410100749207812K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尚饼坊小吃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注册号
140105601493470声明作废。
●郑州孜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码：
41010551790
23）声明作废。
●刘贝贝丢失由巩义新城置业

具的票号为0792261的《河

用电器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即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编号是O411632311，
姓名王

●洛阳祥发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40712381X)遗失银基广场四

●注销公告:固始县标龙科技家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声明作废。

械有限公司2019年9月11日

●法律

生活服务

将公章、
财务章遗失，
特此

1030129057)遗失,声明作废。

●抵押贷款

分类广告

●郑州勇威科贸有限公司不慎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9141010

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此声明作废。

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
告,联系人:张先生,电话03715

本 报 讯 9 月 14 日 至
15 日，
“ 龙行中原”河南省
第二届全民龙舟大赛（洛阳
站）暨洛阳市首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龙舟比赛，将在洛阳
桥以东、新街桥以西的洛河
水面激情开赛。
本次大赛是河南省体
育局贯彻落实河南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弘扬传统体
育文化、促进传统体育与全
民健身活动有机结合，专门
打造的省级特色品牌赛事，
目前已举办至第二届。
2019 年比赛陆续在周口、
南阳、濮阳、洛阳、长垣等五
地举行。其中，洛阳站赛事
由河南省体育局、洛阳市人
民政府主办，河南省社会体
育 管 理 中 心、洛 阳 市 体 育
局、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洛阳市水利局和河南省

钰馨，
出生日期为2014年11
翡翠华庭13-2-1204收据一份， 月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1216345，
金额31000，
特
丢失作废。

关事宜,逾期不到者公司将按

●商标专利
●药品器械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郑州恒大

03050035454，
声明作废。

布之日起7日内到我司处理相

●工商咨询
●行业认证

●本人殷珂，
不慎遗失郑州合广

河南省
全民龙舟大赛洛阳站
即将逐浪洛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比赛中，斯维托丽娜被美国
名将小威廉姆斯横扫两盘，
结束了自己今年的大满贯
之旅。
“小威确实很有实力，
其实我自己的状态也不错，
我还是希望未来可以在大
满贯中获得头衔。
”
昨日，斯维托丽娜已经
在中原网球中心进行了热
身训练，
“ 我希望可以在郑
州网球公开赛取得好成绩，
不过我不会去期待什么具
体的成绩。只要有期待就
会有压力，我不想有这种无
谓的压力，认真打好每一个
球就可以了”
。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
斯维托丽娜发布了一张吃
面条的照片，她非常开心地
告诉记者：
“ 我对食物并不
是很挑剔，但我特别喜欢吃
面食，尤其是中国美味的面
食，我希望这次在郑州可以 斯维托丽娜 新华社发
多吃一点好吃的食物。
”

分类广告

体育

64）声明作废。

●太康县卫芳奶粉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
编号

代码91410105MA3X9WD28

●王磊磊，
身份证号:41082319

9712300139，
遗失河南信息工程
专修学院代开的票据，
缴费金

声明作废。
JY14116270020416声明作废。 额:6500元，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张铜辉与郑州市长城房屋开
发集团阳光新城项目9号楼13
02号房，
房屋先行支付协议

和票号0020749、
0606367的
房款收据，
收据和协议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王子川遗失郑州航院三方协

议,学号150706220声明作废。
●河南英豪娱乐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MA460AB
E1B（1-1），
声明作废。

●巩义市紫荆金好来锦江超市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42,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张先生炸鸡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5M

A45LJC28H)和河南省食品小
经营店登记证(JYDJ2410105
13000075)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刘方炸鸡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5MA4

6NYM834)和河南省食品小经
营店登记证(JYDJ241010513
003195)遗失，
声明作废。

●赵敏，
女，
遗失平原大学计
算机应用专业，
成人教育专
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99
5350156,声明作废。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 50 米
路东（大学路 40 号）
67947825 67425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