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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保管印章遭拒，
开出“印章封存通知”

11月27日，该小区业主
常女士告诉记者，前一天上
午9点钟，办事处工作人员
临时通知要与业主在小区内
进行沟通。得知消息后，不少
业主专程从单位请假回来参
加沟通会。“我当天上午11
点从单位回来时，小区内已
经聚集了很多业主，业委会

主任也来了。”常女士说。
参加沟通会的业主王先

生说，当时办事处来了5名
工作人员，业委会主任也来
了。见到他们后，部分业主情
绪比较激动。经过沟通后，办
事处物业管理办公室让业委
会主任把所有印章拿出来，
他们进行保管，但遭到业委
会主任窦女士的拒绝。随后，
办事处物业办发布了一则通
知，通知称根据部分业主反

映和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调
查了解，中南·海知音小区业
主委员会部分成员长期不参
与业主委员会工作，且已口
头辞职，现业主委员会已不
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按照
《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规定“业主委员会会
议应当有过半数组成人员出
席，做出的决定必须经全体
人员半数以上同意”的规定，
为维护小区全体业主的权
益，经办事处研究决定暂停
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工作并对
业委会所有印章进行封存。

业委会主任称自己合
法，所有做法符合程序

27日下午，记者与业委
会主任窦女士取得联系，希
望她对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
做出正面回应，她称正在医
院做检查。“之前业委会组织
安装暖气一切手续都合法，
都有记录。组织更换物业一
事也符合程序，业委会每年
都会组织业主召开两次业主
大会。”她说。当记者提出查
看记录时，对方称暂时不在

身边。记者想要进一步询问，
窦女士以要进行身体检查为
由，挂断了电话。当天下午，
记者多次拨打对方电话，均
无人接听。

祭城办事处物业办张主
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
办事处走访调查、与业主们
沟通，根据该小区实际情况，
他们发布了暂停该小区业主
委员会工作并对业委会所有
印章进行封存的通知。“当我
们提出暂时保管业委会的印
章时，确实遭到了业委会主
任窦女士的拒绝。”张主任
说，当时很多业主情绪比较
激动，想要办事处对于罢免
业委会的事当场表态。他称
对于这件事办事处很慎重，
需要再进行研究才能决定。
记者向张主任了解，窦女士
所说的每年召开两次业主大
会的事是否存在，他回答称
自该小区业委会成立以来，
有备案记录的业主大会只有
两次。“在暂停该小区业委会
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办事处
将认真研究如何对此事进行
下一步处理。”张主任说。

本报讯 11月1日，大河报
AⅠ·05版以《给烈士立碑 为
烈士寻亲》为题，报道了信阳
市商城县老人余信炎70多年
来义务为刘邓大军烈士守墓，
并不断寻找烈士亲属的故事。
余信炎老人经过长期筹划，于
11月 23日在村民的帮助下，
重新为马積明烈士墓立下一座
碑。

就在马積明烈士新碑落成
前几天，四川省彭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管理局通过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向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反馈称，该局通过电视台发
布信息、到红岩镇张贴寻求线
索海报、到黑水查找档案等，均
未查找到马積明烈士的相关线
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分析：1.烈士信息年代久远，知
情人缺失。2.烈士马積明的地
址是否有误？能否再次核查其
准确信息？3.当地将继续跟踪
马積明烈士的任何信息，如有
消息，会第一时间公布。

大河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
进展，也欢迎提供线索。联系
电话：0376-6365559。

《业委会一个人说了算？业主要罢免她》追踪

办事处叫停业委会工作 封存其印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尧

本报11月19日、20日、21日连续对郑州中南·海知音小区召开业主大会罢免业委会一事进行
报道，当该小区不少业主得知虽然最终业主投票数过半，但业委会暂时还是难罢免后有所失望，不
过他们仍努力与办事处进行沟通，希望事情有转机。这几日，经过办事处和小区业主维权筹备组的
沟通，目前办事处已暂停该小区业委会工作并对业委会所有印章进行封存。

11月26日的沟通会上，部分业主围住业委会主任理论。 业主供图

《给烈士立碑 为烈士寻
亲》追踪

烈士新墓碑落成
四川方面无线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
鑫 通讯员 姜烽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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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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洛阳畅翔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300MA47HM0E8J）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叁佰万元减少至贰佰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公告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洛阳显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
0MA3XA75K1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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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2019年11月6日大河报

刊登的:韩辉郑房权证字应为

第1601135766号，特此更正。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声明

●郑州航空港区庙后幼儿园不

慎将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金专用票据丢失，号码为

0000633、0000637、0000641、
0000646，特此声明作废。

●王诗寒,南阳师范学院舞蹈编

导专业毕业证书遗失,编号1048
112012050026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刘洪智的医师执

业证不慎丢失，证书编号11
410000039223，声明作废。

●河南省邓州市人民医院李秀

华,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08
41075529)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快乐贝贝幼儿

园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副本，编号：教民14101056
0000200号，声明作废。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工

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J4910000621705,开
户行：交通银行郑州政通路

支行，声明作废。

●新密市青屏玉欣小吃店营业

执照副本92410183MA44WW
KE1J遗失，声明作废。

●房屋预告登记当事人张灵杰,
身份证号4114251993032818
3X,房屋预告登记证明不慎遗

失,编号20170002712,声明作废

●郑州益丰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55
7500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上街支行,
账号16057101040014357)及
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G10410
106055750002)遗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海悦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副本，注册号: 91410
581MA3XF3889J，证书编号：

D241133504,特此声明。

●河南口福链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8MA3XB4RY34）
营业执照正副本、财务章、

发票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0937245,姓名:王子

允,出生日期为2017年7月2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二七区裕元里旅郑清真寺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张看学生证(学号 1739
0322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康妤菲(2015年1月15日出生

)丢失编号为O411888426的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陈刚医师资格证编号19984
1110410522650728473医
师执业证编号1104105000
03474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九鸿货运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码4101043323363,
声明作废.。
●由于陶红梅疏忽，将新密银

基房地产有限公司2018年3
月17日开具的收据(编号：

xmyjo0450，金额为40712元，

房号：20-1-501）2018年3月
10日开具的收据(编号：xm
yjo0450，金额为10000元，房

号：20-1-501）2018年5月17
日开具的收据（编号：xmyjo
0451，金额为357元，房号：

20-1-501）（编号：xmyjo045
2，金额为7396元，房号：20-
1-501）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崔建利座落于巩义市嵩山路

131号7号楼1单元1802号房

产的不动产证【豫（2018）
巩义市不动产权证第00110
84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若男(身份证41018119921
2165044)编号3002243赵文

静(身份证412127199004123
129)编号3002230戴晓慧(身份

证 41012319800902532X 编

号3002184以上3人于2019年
11月在锦艺金水湾购买公寓1
万元预约金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房屋他项权利人:鄢陵郑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房屋所

有权人:李亚迪,身份证号4110
24199007230060,不慎将他项

权证遗失,他项权证号1603018
718,特此声明遗失.声明人:鄢陵

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市西工区瑞波百货店遗

失公章1枚，编号：410303
0099881，声明作废。

●郑州新蓝坤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编号41010553260
76）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环行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5
86021916K，特此声明。

●登封市市区宏源开封羊肉鲜

汤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
册号410185600364900声明作废

●编号为 J411039870，姓名为

刘亦康，出生日期为2009年
10月6日《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作废。

●编号为S410347401，姓名为

董姝然，出生日期为2018年
06月30日03时13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康易德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秦岭路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 JY141010
20039914丢失，声明作废。

●郜水菊执业药师注册证编号

411217010966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S410385122，姓名为李
柯晨，出生日期为2018年08月
23日12时19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肖俊超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三方协议书，证号16
0606131声明作废。

●本人兰锦（身份证号:411082
19850528364X）遗失河南天

明置业有限公司2019年9月21
日开具的永威上和府诚意金收

据（票号 6580059，金额:伍万

圆整），声明作废。由此产生

的经济纠纷由本人全部承担,与
河南天明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