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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金泽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注册号 41010022
11726)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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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郑州明珠饲料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注册号 41010010
0009482)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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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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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牟县狼城岗镇树人学校公

章丢失，特此声明。公章编

号：4101220024219.
●郑州市国泰科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 4101002213806)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

人章(高辉)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明珠洛河水力发电有限

公司办公室章、生产计划部

章、人力资源部章、安全生产

监察部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玉凤家政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92410103M
A43QUYB7U遗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米兰印象装饰材料销

售部(注册号 411627626282
25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朱永顺遗失警官证，警号 01
6137，声明作废。

●本人胡瑞甫将持有的河南恒

祥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

为 6003947房款收据（金额 487
003）和编号为 6003948房款收

据（金额 468686），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淮阳县朱集乡第二中学铜公

章(编码：4116260004529）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正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 914101057312
94399R(8-8)遗失，声明作废。

●谷巧莉（身份证410184198607
193220）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

（证书编号 2012411204101841
98607193220发证日期 2012年
12月18日，专业:临床医学类别:
口腔）声明作废。

●洛阳腾飞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 4103030086
068）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M410742259,姓名李雨

宣,出生日期 2008年 3月 9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冯九胜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141410000302491不慎遗失，

证明作废。

●开封市方正建筑劳务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昶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预留银行原公章、财务章丢

失，声明作废。

●李瑞清郑房权字第0801041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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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莹莹，遗失记者证，证号：

G41000155001474，声明作废。

●冯奕霖（2016年11月5日出生

）丢失编号为P411697636的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中牟县旺旺瑞豪小吃餐饮商

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22M
A47DT30XR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双信机械加工

厂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103023200569，
声明作废。

●编号为K410682284，姓名为

蔡卓越，出生日期为2010年
07月20日17时1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丟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常思面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 92410100MA44
NF6G3D遗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意浓咖啡屋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
0185600230333声明作废。

●开封市宏安置业有限公司公

章（编码:4102113900225）
遗失，声明作废。

●李一文遗失河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专科

毕业证书，毕业证编号:1279
41200706001987,声明作废。

●李迎娣（162）豫地现契耕

00916636号契税交款书办

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城关镇亿海电器商行

财务章遗失，编号 410327200
7533，声明作废。

●袁敬月遗失乡村医师执业证

书（医师级别:乡村全科执业

助理医师，医师类别:临床和

中医,执业证书编码XC10+4
1410122000062,发证日期

2019年 01月 24日,执业地点:
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声明作废

●河南金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章（印章编号：410104012
0294）遗失，声明作废。

●原灵宝百盛达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三门峡分公司员工

李振峡，因之前通知两次未

到，请你于十五日之内到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灵宝百盛

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

门峡分公司

●路淑云，河南中原铁道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退休职工，残疾

证丢失（原残疾证号 4101041
9680518204644）特此声明。

●元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9
年1月15日开具的建筑服务类

型增值税普通发票遗失，发票

号码：09196473发票代码：04
1001800105。声明作废。

●交通银行郑州分行，郑国用

(2003)字第 0017号不动产权

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飞越日用品商

行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

失(编号 JY14101040085225）
声明作废。

●滕海津与郑州市长城房屋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签定的《房

屋先行交付协议》,收据票号

7028573金额50000元,7218685
金额 348547元,6026207金额

199273元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 I320296708，姓名姚文

豪,出生日期 2009年 1月 17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广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码：4101
040077633），声明作废。

□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 张海涛 冯芸

本报讯 5月22日下午，出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举
行全体会议，审议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
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周强作为
河南团代表，与大家一起审议。

河南代表团团长王国生，中国社会
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谢伏瞻，河南代
表团副团长尹弘参加审议。

周强代表说，2019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
全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将疫

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重大成
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李克强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客观
总结成绩，深刻分析面临形势，提出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
政府工作任务，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措
施有力，体现了强烈的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回应了人民群众关切，
是一个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我完全赞成。

王国生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通篇
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政治站位高、人民立场稳、工作
措施实，我完全赞同。学习政府工作报

告，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抗击
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之后，我
们表现出来的越战越强、愈挫愈勇的信
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但也让我们收获了
很多，通过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党在人
民群众中的根基更加深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凸显，青年在经
历风雨中更加成熟，基层组织在斗争考
验中更加有力，是真正的“硬核”。我们
有信心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顽强奋
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尹弘代表说，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高
质量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反映了精准的政策导向和科学求
实精神，完全赞成和拥护。过去一年尤
其是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统筹推进全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畏风险挑战，取
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河南坚持“一手牵
两头”，保持了经济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促进经济
平稳运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加快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抓好就业和基本民生保障，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努力为全国大
局作出应有贡献。

阚全程、秦英林、徐诺金、王新伟、王
杜娟、樊会涛、尚朝阳、张建慧、裴春亮代
表先后发言，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高度
评价，分别围绕公共卫生与防疫工作、民
营经济发展、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开
放带动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科技创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与脱贫攻坚、粮食安全与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乡村振兴等提出建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信心增强动力抓好“六稳”“六保”工作

河南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万鄂湘武维华周强王国生谢伏瞻尹弘参加审议

5月 20日，体彩大乐透迎来
“9.9亿元大派奖”第十期开奖，第
20039 期前区开出号码“01、05、
15、22、31”，后区开出号码“02、
09”。当期全国共中出 2 注一等
奖。这2注均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落湖南、广东。这是
大乐透“9.9 亿元大派奖”启动以
来，第三次出现一等奖派奖无人
命中的情况，当期2000万一等奖
派奖金，将滚入下一期派奖。

据统计，本期“幸运奖”共派
送1832万元。二等奖开出82注，
每注奖金为20.02万余元；其中43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6.01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 36.03 万元。在 43注
追加投注二等奖中，有14注收获
幸运奖派奖。

三等奖中出151注，单注奖金
为10000元，其中28注收获幸运
奖。四等奖中出846注，单注奖金
为3000元，其中165注收获幸运
奖。五等奖中出12992注，单注奖
金为300元，其中2375注收获幸
运奖。六等奖中出20733注，单注
奖金为200元，其中4015注收获
幸运奖。七等奖中出28711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其中5427注收
获幸运奖。八等奖中出 588304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15 元 ，其 中
114663注收获幸运奖。九等奖开
出6175248注，单注奖金为5元，
其中 1212568 注收获幸运奖。此
外，“加油中国”“光芒焕新”3元幸
运奖共送出2569164注。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
12.52 亿元滚存至 5 月 23 日（周
六）开奖的第20040期。届时，一
等奖将派送6000万元，幸运奖派
奖余额为3.08亿元。

河体

派奖第十期大乐透开出2注一等奖

每注金额
385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94期中奖号码
3 8 10 13 16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2 注

284 注
4895 注
138 注
172 注

18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90582 元，中奖总金额为

171813元。

1690448 元
32868 元

1333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03 07 19 22 24 27 30 17

第202004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0注

493 注
1360 注

13723 注
24615 注

143420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 注
2 注

37 注
33注

420注
720 注

338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94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70078元。

中奖注
448 注
346 注

0 注

中奖号码：911
“排列3”第20093期中奖号码

7 3 0
“排列5”第2009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40期中奖号码

8 9 3 8 2 5 4

7 3 0 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