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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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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公告

●新乡市红达安防工程有限公

司拟注销，望债权人速到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汤阴县盛大粮贸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3689742265K)经股

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依法

申请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9年10月12日
●注销公告：中牟县城关荟萃

幼儿园（统一代码：524101
22668865178K）,经股东决

定即日起解散,已成立清算组,
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河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南阳理工学院孟岩岩本科毕

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丢失声明

作废证书编号：116531201
305002612
●高江涛（男，身份证号41072819
7401103573）郑州仲景国医成

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豫

成中教字010022516号，专业：

中西医结合）遗失，声明作废。

●李灵中,医师执业证(141110
000002845)与2019年9月25日
多点变更在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深港中医门诊部,原执业证

销毁,特此公告。

●本人王长兴，不慎遗失河南

展宇置业有限公司2015年01
月21日开具办证费收据，票

号:1588252,金额60元;维修

基金收据,票号:1588303,金
额：5690元，特此声明丢失。

●谢子陌，男，《出生医学

证明》不慎遗失，编号T4
10656200，声明作废。

●高冲遗失黄河科技学院开具

的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4100174320，发票号

码1544099，声明作废。

●濮阳市亿丰时代广场夏奈家

具店（纳税人识别号：410901
19860211111001）税务登记证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肌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800009186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08MA3XC5DH3H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

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尊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4101040107824）、财
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白冰不慎遗

失河南三德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补面积差收据,房号是

十号楼二单元1504室(票号

为54本1064号,金额:481元)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宾至如家旅馆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4MA40L
C5F6A，声明作废。

●郑州众筹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发票章丢失，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恒源集团有限公司预留

银行印鉴法人章(杜宏图）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当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410105514299
5）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美特思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在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

预留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连凯小百货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5600546790,声明作废。

●本人张新建，遗失郑州正商

城2012年6月7日开具的维修

基金收据号码1023880，金额

8405元，声明作废。

●郑州玉山广告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中原启福综合门诊部吴洪艳

遗失护士执业证书：20154
1006410声明作废。

●杨晓雲中金智谷3号楼1018
户的首付款收据丢失,号400
6955金额115438元,声明作废。

●王海燕，遗失开封大学管理

系97级餐旅专业毕业证书，

校证字97074210,声明作废。

●储根南，警官证丢失，证号

103277，声明作废。

●武广岭,男,于2019年9月不慎
将助理执业医师证书，证书

编号：210411081000464遗
失，声明作废。

●河南捷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4100152320。发票号

码07518188-07518193共计

6份，声明作废。

●兹有张惠君丢失开封市中联

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车位

诚意收据,收据号3681272和
收据号3681276金额各伍拾

万整,共计壹佰万整,声明作废。

●诚泰保单空白交强险保单18
410000109893-97这五份的

三联，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开封市祥符区程鹏鞋店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李
国炉)丢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新华路樊文花化妆品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83MA4
4LXKMXR)丢失声明作废。

●王书凯2014年7月毕业于郑

州华信学院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专业,专科毕业证遗失,证
书编号127471201406000725
,声明作废。

●洛阳市亿丰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41000040
0013065）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2-1、2-2）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符君，身份证号411423
199111031067购买大正水晶

森林项目11-1-1803房源，由

于本人不慎，将郑州瑞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

据丢失（收据号2440650，金
额小写20000元,大写贰万圆整)
声明作废，若有此产生的经济

纠纷由本人全部承担，与郑州

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正商航海广场B1107业主李

俊霞不慎将河南兴业物联网

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开的装修

监管票据丢失，金额5000元，

票号0204981.声明作废。

●吴柯(2005年12月29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F4110918
54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中牟县妙彩佳人服装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22M
A45DD6892营业执照正副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于雪霞遗失新乡平原新区恒

大金碧天下项目225栋1903
室维修基金收据编号87199
28金额3022元，声明作废。

●郑州昌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原公章丢失(编号410102009
0162)声明作废。

●张红伟洛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现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

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951139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星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1410329MA40LEK20W)财
务章和合同章遗失，声明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坎坷三年 天迈科技终获上市通行证
同日，鑫苑服务港交所挂牌，河南A股上市公司将增至81家，H股上市公司增至23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吴春波

在经历三年多的坎坷上市路之后，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迈科技”）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10月11日，天迈科技首发上市申请获证监会发审委通过。这是继
2018年5月22日郑州银行过会，时隔漫漫507天后，河南又一家公司拿
到A股上市通行证。天迈科技有望成为河南第81家A股上市公司。

就在同一日，鑫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也成功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这是河南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物业公司，同时也是第23家在香港上市的河
南企业。

天迈科技将在创业板上市
拟募资3.86亿元

天迈科技成立于2004年，主营业
务为基于车联网技术为城市公交运营、
管理及服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主要产
品包括公交调度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公交收银系统、充电运营管理系统。其
主要盈利模式为，承接各地方公交公
司、政府机构对公交系统进行智能化改
造的方案需求，并向客车生产厂商提供
智能车载终端设备。

根据其招股书，天迈科技此次登陆
深交所创业板，公开发行不超过1700
万股，拟募集资金3.86亿元。

天迈科技表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
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各项目的实际
进度，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
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的制度使用募集资金，募

集资金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支付项目剩
余款项。

但是，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低
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天迈科技表示
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8月27日，天迈科技交出了2019
年上半年的成绩单。上半年实现营收
1.74 亿元，同比增长 18.48%，净利润
2462.34万元，同比增长79.09%。营收
与净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对于营收增长，天迈科技表示，主要
系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拓展应用领
域，从而使得营业收入有较多的增长，而
净利润随着营收增长也实现增长。

而就在9月26日，天迈科技发布
2019年盈利预测公告，预计2019年实
现营收48286.6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7282.45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6137.19万元。

上市路一波三折
曾两次暂停

公开资料显示，天迈科技于2014年
12月2日挂牌新三板。

挂牌新三板后，天迈科技的业绩表
现一直良好，但其上市之路可谓一波三
折。

据了解，天迈科技于2016年 5月
24日向河南证监局提交上市辅导并获
受理，辅导机构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7年1月22日，天迈科技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件。

2017年2月7日，证监会出具了受
理通知书，天迈科技的上市文件正式被
受理。

2018年2月7日，天迈科技收到证
监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但由于天迈科技
股权中存在“三类股东”问题而被暂缓。

2019年5月24日，因负责天迈科
技审计工作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其他项目涉嫌未勤勉尽责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天迈科技被中止审
查。

6月18日，天迈科技收到了中国证
监会的恢复审查通知书，进入正常的上
市流程。

8月1日，天迈科技再次收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
知函。

10月11日，天迈科技创业板上市
通过发审会。

鑫苑服务系河南首家
在港上市物业公司

10月11日上午，鑫苑置业分拆旗
下在内地物业管理商鑫苑物业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苑服务）在港
交所主板挂牌交易，这是中部区域第一
家在港上市的物业公司，也是内地第
15家在港股上市的物业企业，系河南
首家在港上市的物业公司。

鑫苑服务董事长张勇在致辞中表
示，鑫苑服务在香港上市，将为公司未
来的发展注入雄厚的资本实力，开辟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招股书显示，鑫苑服务此次发行股
票1.25亿股，其中香港发售1250万股，
占10%；国际配售1.125亿股，占90%，
净筹约2.2亿港元。

据了解，鑫苑服务IPO所得款项约
60%将用于扩展物业管理服务、寻求战
略收购及投资机会；约15%将用于拓展
增值服务业务线所提供的服务类型；约
15%将用于升级及发展自有信息技术
及智能系统；约10%将为营运资金需求
及其他一般企业目的提供资金。

其实在2017年4月20日，鑫苑服
务以鑫苑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鑫苑股份）的名义曾挂牌新三板，然
而不到两年鑫苑股份就主动摘牌，全力
备战在港上市，半年后张勇终得偿所愿。

截至2019年3月31日，鑫苑服务
已签约管理的物业分布于中国逾35个
城市，在管总建筑面积约为1580万平
方米。其中包括河南省以及湖南省在内
的华中地区，约占在管面积的60%，其
余地区占比排名依次是华东、华西、华
北和华南地区。

项目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物联网产业园基地建设项目 3.11亿元 2.97亿元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2883.75万元 2883.75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 6000万元 6000万元

天迈科技公布募集资金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