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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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公告

●洛阳山峰纸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940000167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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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荣鑫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10
181MA44TP469A,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合作社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 通 知

贾根武，我公司已于2019年
12月5日登报通知你10日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但至

今你未来办理。根据《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

之规定，即日起解除我公司

与你的劳动合同。

上海凯宝新谊（新乡）药业

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5日

声明

●河南众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原法人章（王全安）,
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张茂生遗失坐

落于郑州市二七区郑密路86
号院14号楼东2单元1-2层10
号房产证，产权证号:080102
1625，声明作废。

●河南新首钢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编号4101010056076)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大一众桥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4103260031
939)、发票专用章(41032600
31941)、财务专用章(410326
0031938)、公章(4103260031
937),声明作废。

●因本人冉坤不慎将契税完税

证（票号为01307100）的办

证联和个人留存联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开封紫度商贸有限公司机构

信用代码证(G104102110062
1010M),企业网银,印鉴片,支
付密码器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安准商贸有限公司机构

信用代码证(G104102050062
5290S),企业网银,印鉴片,支
付密码器遗失,声明作废。

●社旗县移民建材商行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共三枚，

声明作废。

●编号为L411664128,姓名刘谦，

出生日期2011年10月28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王峰购买河南正商中原置业

有限公司金域世家小区,中原

区西站路北化肥东路东23号
楼2单元20层2003室的维修基

金丢失,编号1005483,1005484
,金额60元,5762元,声明作废。

●郑州金欧时泰商贸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
910038369801,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紫荆支行，账号170202920
9200200781声明作废。

●韩争燕因不慎将三门峡兰馨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

据(编号:1234634，金额:200
00元）遗失，特声明作废。

●王保峡因不慎将三门峡兰馨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

据（编号:1234629，金额:200
00元）遗失，特声明作废。

●高苏云因不慎将三门峡兰馨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
据（编号:1234631，金额:200
00元）遗失，特声明作废。
●我公司:洛阳兆鑫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合同章（410327000651
8）和财务章（410327000651
7）已丢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郑州市柳林实业有限公司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郑花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遗
失，核准号：J49100031499
02,声明作废。
●郑州通瑞家居电器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证号G1
0410183016225308声明作废。
●河南豫辉旅游客运服务有限

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豫

交运管许可郑字410101022
085号丢失作废。
● 道歉声明

我叫李俊峰，因销售国家未

批准的假兽药，从而损害了
养殖户的利益，对其购买的
群体深表歉意，并以此为诫，
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诸如此

类的事情发生，警钟长鸣。
道歉人：李俊峰

2019年12月25日
●郑州九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22572466973Y财务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章（闻德华）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新区（金明区）王伟诊
所，登记证号:汴金民政字第

52410200MJF862109H号，
搬迁至：开封市未来湖滨花
园2号楼16号，特此敬告。
●郑州市第七十七中学原公章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张静静(身份证号:41302619
8709201889)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本

和副本)遗失,证书编号:C2010
4115250844,发证机关:中华

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证日

期2011年3月，特此声明。

●封丘县石小利鸭脖店营业执

照正本92410727MA45G
R8N91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金华丽装饰材

料家装服务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均遗失，注册号：410307
6600057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缴款人崔东梅于

2018年10月11日在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缴

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12229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77313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

据》收据联不慎丢失，由此

收据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郭嘉栋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12217050486，执业单位:
林州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马店店，注册日期:2017
年07月07日)于2019年12月
遗失，声明作废。

●李侠产权证第1501003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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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跃，警官证(警号:010184)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仁百祥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05584388298Y),
公章，法人章(徐艳),财务章,
合同章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2019年12月24日因不慎
丢失华致酒行（地址：郑州

市金水东路与聚源路交叉路

口向南100米，客服热线：

0371-63591919）会员卡号

000928一张，特声明作废。

●现有名门翠园客户余友子,收
据金额50000元整,票据号:C
Y13670,收据金额54410元整，

票据号：CY163076，维修基

金收据金额4449元整，票据

号：20180425002-012遗失，

特此声明。

●新密市新华路鲜货仓超市银行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
10070950801声明作废。

●滑县泰合朴茶馆营业执照正

本92410526MA4381GEXT遗
失，声明作废。

●国寿财豫ATF878河南大成汽
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商

业保单1910035925丢失，声

明作废。

●河南翰诺广告有限公司财务

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黄建平（身份证号4112
82198010206037）不慎将

河南祝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19年11月27日开具的

祝福红城房款收据（票号00
01239，金额:壹万圆整）和

2019年12月16日开具的祝福

红城房款收据（票号416596
8，金额：柒拾贰万叁仟贰佰

伍拾捌圆整）遗失，声明作

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由

本人全部承担，与河南祝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想携号转网，要交1700元“违约金”？
安阳电信：“根据协议”他没用满10年 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这份协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苑中华

“携号转网，还要交1700多元‘违约金’？”是的，安阳电信就是这样回复市民袁先
生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协议”他没有用满10年。而袁先生委屈地表示，从3年
前办这张电信卡开始，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份协议。对此，律师称，有没有权利向用户
收取违约金，需要看当初协议是如何约定的。

反映
让交“违约金”，安阳电信
却提供不了协议

12 月 21日，袁先生向记
者电话投诉称，约在10天前，
他到安阳电信铁西营业厅办理
携号转网手续。

工作人员告诉他，办携号
转网可以，但根据办卡的时候
他跟电信签的协议，每月49元
的套餐，他该用10年却没有用
够，需交纳1700多元违约金。

然而，袁先生回忆说，这张
电话卡是他3年前在文峰区宝
莲寺镇某村电信代理商处办理
的，办卡时没人告诉他必须用
满10年，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
协议。

“现在，那家电信代理商已
经不干了。”袁先生说，他当场
要求工作人员提供他签字的协
议，工作人员提供不出来，在电

脑上也查不到相关协议内容。
袁先生说，“就算我记错

了，只要他们能拿出来协议，是
我签的字我认，他们拿不出来，
也没有任何说法，不交钱就是
不给办”。

“（铁西电信）营业厅推给
电话客服，电话客服又推给安
阳电信公司，10来天了，他们
一直踢皮球，到现在也没有任
何人给我个说法。”袁先生说。

安阳电信
有协议，但因是老用户，会
申请取消他的“靓号低消”

袁先生的投诉是否属实？
记者首先与安阳市世纪名

城电信营业厅联系。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女工作人员称工作
繁忙，让记者直接与本地负责
投诉的常姓客服主管联系。

12月 21日，记者拨打常

主管电话无人接听，发信息未
回。23日上午回复：根据公司
规定，个人不允许接受媒体采
访；如有需要，可与公司办公室
联系。

随后，按照常主管提供的
电话，记者拨打安阳电信公司
办公室电话。一名工作人员记
下来记者电话，称向相关部门
转达后会回复记者。

12月23日中午12时许，
记者终于等来了安阳电信的回
复电话。

一工作人员称，之前袁先
生到营业厅投诉时，情绪比较
激烈，“把工作人员都打伤了，
也有（派出所）出警记录”。

该工作人员称，“上午我们
和用户联系了一下，主要问题
是用户手机上有‘靓号低消’，
用户要求取消‘靓号低消’，我
们查了一下用户入网时，确实
签了一个协议，上面有用户的

签名，但用户提出来这个诉求，
考虑到属于老用户，我们（最后
还是决定）申请取消他的‘靓号
低消’，最迟48小时回复他”。

记者问，“既然你们有电子
协议，上面又有用户的签名，完
全可以证明用户违约，携号转网
的话，让他承担违约金也是合情
合理的，为什么还要帮他（投诉
者）申请取消‘靓号低消’呢？”

该工作人员解释说，“主要
是考虑到（投诉者）是老用户，
使用（电信卡）的时间比较长
了，所以才（向上级）申请取消
（靓号低消）”。

该工作人员委婉拒绝了记
者提出的查看相关截图的要
求，称“我们这会儿正在开会，
我先把大概情况给你说下，等
后期再给你联系！”

记者随后向袁先生求证，
袁先生回复称：当时办理电信
卡的时候，（代办点）只让他提
供了身份证和50元钱，就把卡
给办下来了，并未要求他签订
任何协议，“我可以再次负责任
地告诉你，别说签字，当时我连
笔都没拿！”

截至发稿时，安阳电信并
未再与记者联系，也未提供袁

先生曾签署协议的任何证据。

律师
“违约金”是否成立，要看
协议是如何约定的

那么，袁先生所反映的情
况，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工信部《携号转网服务管
理规定》明确规定：电信业务经
营者在提供携号转网服务过程
中，不得擅自扩大在网期限协
议范围，将无在网期限限制的
协议有效期和营销活动期默认
为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用户携
号转网。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永民认为，安阳电信有没有
权利向用户收取违约金，需要
看当初协议是如何约定的；如
果电信公司不能提供协议或协
议中没有这项约定，或者虽有
约定却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用
户均有权利拒绝支付。

秦永民建议，如果电信业
务经营者提供不出合法有效的
证据，能够证明双方有此项约
定，用户可通过向消协投诉或
直接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