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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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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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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咨询

●法律咨询律师服务

电话（微信）：13598418050

出租招租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南阳市裕邦佳合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方舟城市花

园》项目，房号为18号楼0
单元107号房，合同号为190
1059136，合同声明全部作

废，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七天。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河南明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5
日开具的郑州高新区任砦项

目爬架投标保证金收据原件，

收据凭证号码：1004026金
额65000元，声明作废。

●冯璐，00298998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 清欠声明

根据清欠民营企业债务工作

安排，请河南省项城市防潮

防腐工程公司速与我单位联

系，办理相关业务往来结算

手续。因原张家口市建国医

院已与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合

并，上述企业为原张家口市

建国医院债务企业信息。

联系电话：0313-8045021，
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新华

前街礼拜寺巷6号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杨娟宁编号为：1001014113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

补发，现声明作废。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二七万达广场店，

营业执照正本（91410100568
638488N）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美伊软件销售有限公司

公章（4103260023397）财务

专用章（4103260023398）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当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公章(4101055179475)遗失，

声明作废。

●袁巧娥不慎遗失2019年8月16
日开具的河南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据号

0433038，金额14297.93元，

原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佳希，由于保管不慎

将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全款发票1064880元
(票据号00098747)的发票丢

失，声明作废。

●赵彩锋（身份证号：41032819
7705252517）的叉车证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中金窑炉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43568101丢失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百慧水暖经营

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5600001341声明作废。

●许蕊（父亲：许世全，母亲：

陈安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11660388，声明作废。

●新密市殡仪馆不慎丢失发票

两份，批次OB[2016]票号12
12569--1212570声明作废。

●郝升红坐落于巩义市杜甫路

43号3号楼付30号房产的房

屋所有权证（号1401167219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奔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魏静晶座落于巩义市惠民路

东39号楼1单元5层502室的

预告登记证明【豫（2016）
巩义市不动产权第0004454
号】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王占宇不慎丢失禹州龙

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票据

4张，票号0191177金额6457
元0191178金额9457元0191
179金额1110元，0020407金
额12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赛尔德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5MA3XBTM60Y)财务专

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国寿财豫D5730R商业险保

单(1910065094)保卡丢失声

明作废。

●郑州二七优智实验学校原公

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庞悦（身份证号410222
199208045520)不慎将郑州

旭辉博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2019年7月17日开具的东

悦城-1号院-2号楼-2单元-19
01号房首付款收据遗失,收据

编号0002226金额:贰拾伍万

零柒佰贰拾柒圆整，声明作废。

●河南品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063839911T）,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齐灵芝遗失河南职工医学院

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5128812010060010
02，声明作废。

●河南清泽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M
A3X5FNL9E)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崔亚辉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郑州二七

分公司2018年6月29日开具

的希诺沙发装修押金收据,收
据编号02485970,金额10000
元(大写: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王嘉:身份证号41142419850
4023369不动产登记证明(豫(
2019)郑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
64381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伊朗8日说，作为报复行动，已向
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数十
枚导弹；美国五角大楼随后予以证实
并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回应。

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8日援引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说，
作为对美军打死伊朗军事指挥官卡西
姆·苏莱曼尼的报复行为，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8日凌晨向驻有美军的两个
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数十枚地对地导
弹，行动代号为“苏莱曼尼烈士行
动”。声明还要求美国尽快从中东地
区撤军。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人员的话报道，伊朗当

天对驻有美军和其他外国军队的伊拉
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
依据伊朗在伊拉克“消息源提供的准
确报告”，“至少80名美军死亡，另有
大约200人受伤”，“15枚导弹”击中
这座基地“多处重要地点”，摧毁“大
量”无人驾驶飞机和直升机。

伊朗外长扎里夫8日表示，伊朗向
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为

“自卫措施”，伊朗不寻求局势升级或
战争，但伊朗将捍卫自身免受任何侵
略。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7日晚发表
声明，证实伊朗针对驻有美军和国际
联盟军队的伊拉克基地发射了至少

12枚弹道导弹。声明说，美方正在进
行情况评估并考虑如何应对，将会采
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美国人员、伙伴
和地区盟友的安全。

8日上午11时许(北京时间9日
凌晨0时许)，针对伊朗袭击美军驻伊
拉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
表全国讲话。特朗普说：“只要我还
是美国总统，就永远不允许伊朗拥有
核武器。”特朗普还表示，在伊朗袭击
中没有美国人员伤亡。他说：“我们
没有伤亡。我们所有的士兵都很安
全，我们的军事基地仅受到很小的破
坏。”

综合新华社、环球网消息

为苏莱曼尼复仇

伊朗数十枚导弹射向美军基地
北京时间9日凌晨0时许，特朗普表示袭击没有造成美国人员伤亡

据新华社天津1月8日电 天津
市武清区人民法院8日对被告单位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
被告人束昱辉等12人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一案依法公开宣判，认定被告
单位权健公司及被告人束昱辉等12
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
法判处被告单位权健公司罚金人民
币一亿元，判处被告人束昱辉有期徒
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万元；
对其他11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三年至
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
人束昱辉当庭表示认罪服法。

经审理查明，2007年以来，被告
单位权健公司以高额奖励为诱饵，引
诱他人购买成本与售价严重背离的
产品成为权健公司会员，再以发展会
员的人数为依据进行返利，诱使会员
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形成金字塔式层
级关系，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被告人
束昱辉作为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对
公司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起决定作用，
其他被告人分别按照束昱辉的授意参
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或作为权健公
司经销商，发展会员参与传销活动。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单位权健公司及被告人束昱辉等
12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情节严重。鉴于被告单位权
健公司及被告人束昱辉具有自首情
节，认罪悔罪，被告单位部分违法所
得已追缴在案，对被告单位权健公司
和被告人束昱辉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权健案一审宣判
束昱辉被判九年

乌克兰政府和伊朗国家电视台8
日说，当天早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霍
梅尼国际机场附近坠毁的一架乌克
兰国际航空公司客机载有167名乘客

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乌克兰外交部长瓦季姆·普里斯

泰科确认遇难人员国籍：全部176人
中，9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为乌克兰

籍，82名乘客是伊朗公民，63人是加
拿大公民，另有10名瑞典人、4名阿
富汗人、3名德国人、3名英国人。

乌航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坠毁
客机1月6日做过例行维护，起飞前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乌航准备无限期
暂停飞往德黑兰的航班。

根据乌航网站显示的信息，当天
坠毁的波音737-800型客机航班号
PS752，原定从德黑兰飞往基辅，预
定当地时间8时抵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责成乌克
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成立坠机
事件相关行动总部，包含总理、外交
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高官。他同时提
醒公众，不应急于“猜测”坠机原因。

伊朗紧急情况部门主管皮尔侯
赛因·库利万德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坠机纯属“技术”原因，“不可能是
任何其他原因”。他说，遇难者遗骸
已收集，准备送往法医部门作身份辨
认。 新华社特稿

乌克兰客机伊朗境内坠毁
机上176人无人生还 约半数为伊朗人

1月8日，在伊朗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救援人员在坠机现场工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