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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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1393919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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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郑州创迈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73HKR1G)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500万元减至100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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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碧道源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03011054867)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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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贵生盟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303011042253)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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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良博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03011038464)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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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

我司承建的中牟县陇海铁路

(文通路-两河交汇处)绿化工

程已竣工验收,将于2020年4
月16日退场。请与该工程有

债务关系的所有单位及个人

于2020年5月15日前向我司申

报,逾期不主动联系、不申报

的,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0791-83805060
公司地址:南昌市红谷滩碟子

湖大道时间广场A座15楼
昌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公告

我司承建的郑州国际物流园

区锦龙花园一期景观绿化工

程已竣工验收,将于2020年4
月16日退场。请与该工程有

债务关系的所有单位及个人

于2020年5月15日前向我司申

报,逾期不主动联系、不申报

的,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0791-83805060
公司地址:南昌市红谷滩碟子

湖大道时间广场A座15楼
昌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郑德胜糕点店

(92410103MA47UUC61F)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李玉魁遗失残疾人证，证号410
10419810812603X43，声明作废。
●葛泉良，开封大学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毕业证遗失，证

书编号：1106912012060003
44，声明作废。

●郑州市嵩山旅行社原公章、财

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赵坤不慎将购买九裕龙城13
-1-301收据丢失,号码11085
04,金额24000元,收据日期20
16年12月19日,特此声明作废。

●罗长有不慎将购买九裕龙城

9-1-1902收据丢失,号码110
8503,金额17000元,收据日期：

2016年12月16日,特此声明作废
●阎盼宇身份证丢失,证号4113
28199104150697特此声明。

●赵立玲于2013年8月28日办

理的迁移，迁移证编号为

00194005丢失，特声明作废。

●李云霞丢失编码为2015410
1810910053的乡村医生执

业证书声明作废。

●河南陆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许可证号

J4924000160304账号2611
29935732开户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开封汉兴路支行，

声明作废。

●苏广宇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02056
05049628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樊建伟（律师执业证号：14
110199910741812,资格证
号169874080222）律师执

业证不慎遗失,执业律所：河
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声明作废。
●武琴英将英地金台府邸装修

押金收据丢失,收据号WYFSK
2019030283,声明作废;由此引
起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李书娟遗失正商智慧城一期

2015年9月15日开具的维修基
金收据(收据号1695632,金额
7184元)、办证费收据(收据号
1695678,金额60元),声明作废

●李少广道路危险品押运证41
0423197001181515遗失声明
●洛阳家睿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章（编码4103110088546）遗
失,声明作废。
●荣小龙遗失郑州航空港区航

程天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首付款收据,编号1600421、16
00422,金额140260元、3667元;
按揭款收据,编号1603008,金额
32万;车位款收据,编号1607777,
金额6.8万；声明作废。
●王国友登房他字第0603000
399号房屋他项权证遗失,房
屋坐落登封市商埠街东4号
楼,本人声明作废。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老年公寓名称及法人变更声
明:根据老年公寓发展需要,
原“新密市橄榄山老年公寓”
名称,法人:郭爱平,变更为“
新密市舒逸苑老年公寓”名

称,法人:于炎涛。特此声明

2020年4月15日
●南阳万祥机电有限公司河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已作废)遗
失,代码041001900104号码
92907845金额400元声明作废

●韩书娜，遗失河南正商龙湖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河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1
00162350,发票号码08086238,
金额476000元声明作废。

●河南省农科院科技情报服务

部(注册号:4101051400633)，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声明作废。

●本人:张圆圆,身份证号码:41
0182198805182546,于2018年
1月7日购买龙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旗下项目悦府尚书

苑西4-1-603室房源,由于本

人不慎遗失收据编号为:802
3456,金额:322304元(大写:
叁拾贰万两仟叁佰零肆元整).
收据编号为:8023478,金额:77
58元(大写:柒仟柒佰伍拾捌

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陈金宁不慎遗失水利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B证，证号：豫水

安B(2019)00227，声明作废。

●河南省大禹地质勘查工程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

失，税号：410104788077651，
声明作废。

●河南征星纪元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编号

4102010091313，声明作废。

●党仁改(41292919720910232
6)将河南绿东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发票丢失(发票号0236
7313,金额1089052.00),(发票

号02367315,金额￥1086918.
00)。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

济和法律纠纷全部由本人承担

●季鹏飞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证书编码2016412204103811
99209183015；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220410303000109，
声明作废。

●孙春桃产权证号巩11010271
43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坐

落:巩义市永新路107号3号楼

付32号(23号楼8至9层804室
),特此声明作废,如无异议,
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省日创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84MA47YLW90C)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在新郑农商银行

开立的对公基本户户名:河南

省日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帐
号00218061600000163下的凭

证序号为0000185000017340
的印鉴卡均丢失,声明作废。

●张曙光,性别:男,出生年月:
1988.01,遗失河南省专业技

术人员任职资格证书(专业:
矿山,证书编号:C19034150
900208)和河南省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证书(聘任日期:2015
年12月11日,聘任单位: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朝川矿),特此声明。

●郑州优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在交通银行郑州分行城北路

支行所留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张释予（2014年8月28号）
丢失编号为O411202487的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李睿（2017年8月20日出生）

丢失编号为Q412172119的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修了停、停了修，3年了还
没完工

4月15日，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在郑州京广南路与南
四环交叉口附近的百荣商贸城
发现，商户们反映的百荣商贸
城D座与C座并排，D座与B座
之间的一条路，被围挡围了起
来，而这条路即为芦庄路。按
照D座商户李女士的说法，D
座商铺大门设在芦庄路北侧，
如今芦庄路修路，一楼店铺门
被围挡阻拦，只能通过2楼从
电梯下到1楼。“芦庄路多施工

一天，就多影响生意一天，修了
几年了，为啥还没修好？我们
都盼着这条路赶紧修好。希望
记者朋友帮催一下吧！”

据另一商户陈先生介绍，
芦庄路从2017年开始修路，
中间修修停停，至今3年过去
了，一条路还没修好。“一座高
架桥，3年也能修好吧，一条路
为啥就恁慢？“陈先生说，百荣
商贸城附近主干道比较少，客
户大多只能通过南四环、京广
南路来到商贸城，若从京广南
路进入商场D座，车辆只能穿
过芦庄路南侧的一条保通路，

绕到商贸城西侧的百尚路，再
由西门进入商场。因该路一
直在修，不少客户找不到地
方，每次都需他们跑出来，给
商户引路，十分麻烦。

在现场，记者看到，百荣
商贸城B座与D座之间的保通
路，是从京广南路的来车进入
商贸城D座的唯一通道，这条
保通路和百尚路货车川流不
息，整个路段显得十分拥挤。
记者透过围挡大门发现，工地
内并未出现紧张的施工景象，
只有一两个施工工人，一辆挖
掘机在工地内挖土。

公开资料显示，百荣商贸
城全称为郑州百荣世贸商城，
占地3000余亩，被誉为集商
贸、生活、酒店、餐饮、休闲、办
公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郑州
商业战舰。其中，食品、百货
等行业类别是百荣市场的重
要支柱，所供应的商品辐射中
部六省，占据河南全省商超供
应70%以上的市场份额。

清运地下垃圾带、临时管
控多致施工耽搁

建设方郑州建投公司负
责现场施工的郭先生表示，芦
庄路比较特殊。2018年施工
时，施工单位在挖路基时，从
地下挖出1公里长、深度达10
几米的垃圾带，而进一步了解
发现，该处地下为上世纪80年
代郑州市区的生活垃圾填埋
场。若继续修路，须将垃圾全
部外运处理，再在地下重新填
埋覆土。而整个过程需多个
部门的审批手续，外运垃圾、
填埋覆土等工程，就耽搁了1
年半的施工时间。

此外，近些年，受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影响，临时管控
日趋频繁，有效施工时间十分
有限。该负责人举例，2017年
5 月，该工程正式开工。而
2017年全年的有效施工天数
为147天，2018年的全年施工
天数为123天，而2019年，全
年施工天数却只有83天。

该公司专门为该路申报了
民生工程，延长工人施工时间，
尽最大努力让整个工期往前赶。

芦庄路啥时候才能修好？
上述负责人表示，一条道路的
施工，需总体统筹、整体施工，
而部分路段在拆迁及施工场地
移交方面也受到困扰，也是影
响施工进度的原因之一。例
如，大学路-金源路段（万科销
售中心）今年3月1日才部分移
交给该公司，百尚路-百荣路东
段（百荣商贸城）临时路直到今
年3月7日才移交至该公司。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往前赶，目
前，各管线单位正在铺设地下
管网，且进度不一样。我们也
倒排了工期时间表，但那是理
论上的，影响施工工期的不可
控因素太多，具体啥时候能修
好，这真说不准。”他说。

郑州这条民生工程路耗3年没修成
旁边商户称严重影响生意 建设方说不可控因素太多

连日来，郑州百荣商贸城
的多位商户向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反映，百荣商贸城B
座与D座之间有一条市政道路
芦庄路，是一条被列入民生工
程的道路，从2017年开始围起
围挡大修，如今3年过去了，施
工队干干停停，商户门前的围挡
也拆不了，很影响生意。一条
3.5公里长的路，为何修了3年
还未完工？到底何时能修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文图

正在施工的芦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