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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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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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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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公告

● 寻亲公告

我叫王虎山(身
份证412927197
805172635)妻子
裴变盈(身份证41
1323198210063021)家住河

南省中牟县刘集镇姚湾村15
排8号，于2013年6月28日在
中牟县爱乡路捡到一男婴，今
年6岁，取名王中，至今一直

和我夫妇在一起，现寻其亲生
父母，望孩子父母看到后及时
与我联系，电话:13663841091
若90日内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 寻亲公告

我叫姚海岗(身
份证412927197
611282633)妻子

王海丽(身份证41
2927197808272623)家住河

南省中牟县刘集镇姚湾村16
排8号，于2018年7月2日在
中牟县雁鸣路捡到一女婴,今
年1岁取名姚梦帆,至今一直
和我夫妇在一起，现寻其亲生

父母，望孩子父母看到后及时

与我联系，电话15838337379
若90日内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洛阳市曦居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103
94900031960）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声明。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声明

●本人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
遗失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住院发票一张，姓名郭明秀，

票据代码：豫财410214，发票

号码：0549987，收据总金额

13450.56元，特此声明。

●中牟县华龙广告部遗失预留

银行原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郑州市体育局(信用代码1141
0100005252290X)遗失已作

废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

缴款通知书6份，票据代码:
豫财410605,票据批次: 0B
[2014]，票据号码: 0140521、
0140522、0140525、0140529、
0140530、0140536特此声明。

●梁霁玫遗失郑州康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4月23
日开具的定金收据，收据编

号0124508，金额1000000元，

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941096姓名：

周正，出生日期为2014年4月
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陈亚美于2018年3月9日向郑

州凯浦实业有限公司缴纳履

约保证金8400元收据号为81
00088收据丢失特别声明作废

●陈亚美于2018年3月9日向郑

州鸿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缴

纳的设备使用保证金2000元
收据号为8200401收据丢失

特别声明作废。

●营运证丢失号：410102010
091，车牌号：豫A6058D，
车主姓名：史海军。

●冯钰武遗失和昌盛世城邦维

修基金收据,收据号:2012335
,金额合计8627遗失声明。

●杨文凯,身份证号:41052119
9102185533.遗失河南正弘高

新实业有限公司开据的云都

会熙园16-1-0765维修基金收

据,金额2447.00元,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维康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11627MA44K7DE
3C，声明作废。

●河南商水厦农商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张俊股金证

丢失,股金证账号:90212030
00101000000019，声明作废。

●段春天遗失发票一张，票号06
39126,代码:豫财410214，批
次:RC[2018],金额：陆仟肆佰

捌拾柒元柒角贰分，特此声明。

●本人邓辉于2019年10月16日
向郑州鸿街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缴纳招商诚意金5000元，

收据号为:DHXJSK20191010
54，收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雅熙铭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2410
1080069978,声明作废。

●滑县医药有限公司八里营药

店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药品证号:豫DA3728132,特此

声明作废。

●康欢欢遗失河南科技大学园

艺技术专业专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0464120090600
1766，声明作废。

●郑州日新商贸有限公司预留

银行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T410561412,姓名吴炫奕
,出生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隋唐风情园置业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31000786802),声明作废。

●新郑市龙湖镇双龙停车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84600440421声明作废

●豆计龙的测绘工程师（中级）

职称证证书遗失，证书编号C
1910115090007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韩辉郑房权证字

第1610027816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巩义市紫荆好酒不见酒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81MA447
AFGX3声明作废。

●张俊玲郑房权证字第050102
1293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编号为：L411465434姓名：

刘会尊，出生日期为2011年
9月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L411465435姓名：

刘会享，出生日期为2011年
9月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约定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2MA4
626AD7K声明作废。

●河南华盛众诚工业品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MA3XEHF51W，声明作废。

●召陵区小秋热干面店(注册号：

411104607091872)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万滩镇鼎立机电商店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1
0055980701，声明作废。

●巩义市科熔耐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81685697583B)
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
55853701,开户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惠民

路分理处,账号:2559530057
58)行政章(4101810004590)
财务专用章(4101810048097)
发票专用章(4101810047422)
合同章(4101810004619),法
人印鉴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扶沟裕登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411621001434
4)及法人章(刘华威)遗失作废。

●许昌魏都照来喝牛肉胡辣汤

店营业执照(代码92411002MA
44NF6E7U)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杨英豪不动产权第0004566号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濮阳市华龙区重庆勾魂面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902613253434声明作废。

聚焦老年人补证那些事 之 三

能查询到“档案”，但前后信息又不一致

老人补结婚证，另类“杂症”咋破解？
□策划：政务产品部 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文图

两天来，大河报推出《老人补领结婚证，这事办着
不简单》《想补结婚证，有无“档案”是关键》系列报道，
引发多方关注和反响，多位老人表示，报道让大家意识
到老年人尽早补证的重要性，对法律规范更明了；也有
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坦言：报道直指民政系统“欲说
还休”的一大痛点。

对想补证的老年人来说，能查到结婚登记档案就
万事大吉了吗？不！由于当年结婚登记档案、结婚证
手写不太规范等原因，一些老年人补证面临另类疑难
杂症：有档案可信息不符，这又该咋办？

领证35年头一回用
才发现名字写错了

11月5日下午，记者在惠
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采访

时，正好遇到前来补证的郑州
市民司先生和爱人孔女士。

夫妇俩带来两本1984年
8月31日办理的结婚证，加盖
有“郑州市郊区人民政府”的公

章。记者注意到，结婚证上的
编号、双方姓名、性别，出生年
月和籍贯均为手写。他们来申
请补领结婚证的原因，就是因
为结婚证上男方的名字写错
了：把“燕”字写成了“彦”。

这一字之差，导致他结婚
证上的名字和二代身份证上的
名字不符，没办法申请领取独
生子女费，这是领证35年来头
一次用，只能通过申请补领结
婚证的方式来“纠错”。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让
夫妻俩先到相距不远的惠济区
档案馆查他们的结婚登记档
案，一查，有！于是，复印了当
年俩人填写的“结婚申请书”，
加盖惠济区档案馆公章，带到
婚姻登记处。

工作人员接过一看，结婚
登记档案上，男方的名字是

“燕”，其他信息也和身份证信
息一致。工作人员当即表示，
可以补证，指导夫妇俩按要求
填写了《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
声明书》等，又认真审核了双方
的户口本、身份证等，重新为对
方颁发了结婚证。

档案和身份证信息不符
这类疑难杂症咋解？

据介绍，郑州市惠济区婚
姻登记档案建立时间较早，由

于当年书写不规范等历史原
因，辖区不少老年人因村里分
房、房产交易等需要来申请补
领结婚证时，虽查到结婚登记
档案，却发现档案信息与身份
证信息不符。

说着，工作人员翻出一对
1975年办理结婚登记的老夫
妇来补证时的相关资料。“你
看，男方身份证出生日期是
1951年2月5日，结婚登记档
案上写的是1950年2月；女方
身份证名字是‘秀荣’，出生年
月日是1950年5月1日，结婚
登记档案上写的是‘小荣’，出
生年月是1950年 1月。一比
对，三处信息不符。”

针对当事人婚姻登记档案
和身份证信息不符的情况，婚
姻登记机关一线工作人员总结
出了多种处理方式：相对简单
的小问题，比如出生日期差几
天、几个月，让当事人出具个人
声明，声明因为结婚登记时报
错等原因导致信息不符，今后
如有纠纷，由本人担责，再签字
按指印；如果出现名字同音不
同字、出生年月日相差较多的
问题，则让了解当事人情况的
村委会、单位等帮助出具证明；
如果当事人名字、出生年月、身
份证号等相差甚远，甚至后来
变更过信息，则需要由公安机
关帮助出具相关证明……

“旧账”怎样才能处理好？
年迈老人呼吁便民调整

“说白了，现在面临的不少
问题，办理的相当一部分工作，
都是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

‘旧账’。”采访中，有工作人员
如是感慨。

郑州市惠济区、金水区、二
七区等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
示，工作中，均遇到过户口从外
地迁来、在外地领证却查不到
结婚登记档案的情况，当事人
想补证，结合《婚姻登记工作规
范》中“当事人应当提供充分证
据证明婚姻关系”的规定，为尽
可能方便群众，只好让当事人
找村委会或单位等帮忙开证
明，以及让当地民政部门开具
当年没有结婚登记档案的证明
等，"勉强"为其补领结婚证。

工作人员坦言，老百姓办
事想方便可以理解，可他们也
有难处，办理婚姻登记业务时
必须依法依规，如果没有“自上
而下”的进一步规范，具体办事
的工作人员也很为难。

“涉及老年人补证难题的
政策法规能不能适当调整、出
台更便民的解决方式？”76岁
的郑州市民马老先生说，随着
社会老龄化加剧，面临此类难
题的老年人也不在少数，“难题
要解决，关键在政府。”

老人补结婚证时，经常有档案信息与身份证信息不一致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