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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仓库厂院

●西南四环1200平方仓库及办

公用房出租，有土地证、免水

费、物业。13938507112李
●出租厂房1500㎡航车10吨水

电办公住宿齐全，交通方便。

联系电话 13838081900
●厂房出租2500平方办公住宿

水电齐全。电话 18237157670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晓峰: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王

建锋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仲

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 1045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组庭通知书,仲裁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0年 8
月 18日上午 10点在本委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高丽: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王建

锋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

[(2019)郑仲案字第 1047号]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组庭

通知书、仲裁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0年8月13日上午
9点在本委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 变更公示

郑州市金水区上城鑫秀幼儿

园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办

者由郭亚静、叶奇妍、申迎

华变更为郭亚静、郝志强、

申迎华，变更前无债务债权

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由

法定代表人承担，联系人郭

亚静,联系电话 15981974030
●郑州奢香餐饮有限公司股东

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注
册号:410102000037643)，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接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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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更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经纬中学现申

明举办者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举办者由王振永变更为河南

颐城尚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王运岭变更为

张潇远,变更前有债务债权问

题,债务债权问题由变更前的

法定代表人承担,如无异议,30
日内到业务主管部门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联系人:张潇远,
电话:13938500345,特此公告。

单位：郑州市金水区经纬中学

日期：2020年 6月 11日

● 社团成立公告

舞阳县大国学经典读书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111
21MJY5558671,成立时间:20
20年 6月 10日,地址:舞阳县财

政局南邻,法定代表人:张晓征。

特此公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声明

●冯婉茹丢失郑州盛泉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维修基金收据,
编号:0010848,金额:2362.00元,
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醉秦坊

饭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许可证编号 JY24101930
027334，声明作废。

●原名河南省邮政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现名河南丰泰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原财务章(编号410
1055015144)和两个私章(刘
宪申、张春芳)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鼎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
00MA40HFX40C)营业执照副

本(1-3)和(3-3)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名门医疗整形研究院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及法人章，

声明作废。

●吴志娟，南阳师范学院本科毕

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04811
201005580955，声明作废。

●郝华楠电梯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证(编号 4108811990050840
39)遗失,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声明作废。

●中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
密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开户许可证、负责人手
章、税控盘、网银盾，特此声明
●编号为Q411183795，姓名为张
诗雅，出生日期为2016年10月
2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玖姑娘的鸡
排盖饭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
00MA44RDNG8G,声明作废。
●魏鹏遗失南阳理工学院毕业
证,证号 11653120150500290
7,以及学位证, 证号 116534
20150004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章印“河南省建设
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
委员会”(编号:41010200437
82)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鑫钻建材经营部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学生：雷秀秀，
就业协议书遗失，编号 8910
753，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1450502，姓名
翟鹤骏，出生日期为 2016
年 2月 28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孙战杰,女,于2019年12月遗
失助理工程师证书,证书编号
D19101170900477发证日期
2018年 1月 9日,声明作废。
●杜琳冉遗失开封教育学院语
文教育专业毕业证，编号 507
071201806000782声明作废。
●编号N0650624968姓名李悦
轩,出生日期为2015年6月2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洛阳赢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U410047795，姓名为
范祁呈，男，出生日期为 2019
年 12月 2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王峰涛坐落于巩义市英才路
1号 23号楼 4单元 7层附 79号
的不动产权证（201900034
41号）丢失声明作废。

●焦红旭遗失货运资格证,证号
41012419730926451X,声明作废。

●吕小玉遗失封丘县凯旋城10
号楼 1单元 7层 701室首付款

收据(号 0896710金额 420000
元)和相关费用收据(号 997576
金额 40059元)遗失声明作废。

●预告权利人:胡朝阳,身份证
号:41010319730120131X预
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证明:
1107026160号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煎小白水煎包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3MA
44654189，声明作废。
●张安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4110936
03008654，声明作废。
●郑州智美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410103395905700声明作废。

●河南当时正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
10105317599548财务章丢
失，声明作废。

●崔倚豪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

融学(保险理论与运营方向)
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10
4841201805003420毕业时
间 2018年 7月 1日，声明作废。

●庞金钊遗失南阳理工学院中
医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116531200506050
599,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占超窗帘店(代
码 92411000MA40X2AJ9X）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沙金蕊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第三方协议，学号 16
0407223,声明作废。
●张于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第三方协议，学号 1603
12142，声明作废。
●中牟县东嘉综合商行遗失公
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王晓曼(身份证号4128231993
10052824)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 201695000157,声明作废。

●郑州市银达电梯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10日刊登的开户
许可证遗失作废声明，现因
原件找到，特此声明更正。
●本人文梦梦不慎遗失正商智
慧城项目维修基金收据,开票
日期 2016年 1月 12日,收据号
1083834、1083835,金额 7184
元、60元,声明作废。
●冯越（学号 :17020602005)
商丘学院应用科技学院土木
工程专业 2019届毕业生的三
方就业协议丢失,声明作废。
●郝然，身份证号 4101041990
03150046，不慎将河南宏江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
具的购房发票（发票编号：
00219548，发票代码：4100
164350)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李小江，郑房权证字第10010
83931、1001083932号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若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二七区晓朋装饰材料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0
MA46R5LF7C声明作废
●张建民(身份证350521197304
111035)坐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木兰里9号1号楼3单元11
层 875号，豫(2019)郑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44988号不动产权
证书;坐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木兰里9号1号楼1单元12
层 273号，豫(2019)郑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45968号不动产权
证书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黄华春(身份证3505001980052
1773X),坐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木兰里9号1号楼1单元12
层 274号，豫(2019)郑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61329号不动产权
证书;坐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木兰里9号1号楼3单元10
层 856号，豫(2019)郑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45191号不动产权
证书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2020年河南夏粮丰收，其中延津县通郭村，千亩丰产方实打亩产超过1710斤

河南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
特殊年再交丰收答卷

河南省滑县，50万亩集中
连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里，联
合收割机倾泻下金灿灿的麦
粒，亩产超过1300斤；延津县
通郭村，千亩丰产方实打亩产
超过1710斤，刷新全国冬小麦
单产纪录。在基层农业部门工
作近30年，河南省商水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祁勇这个农业战
线上的“老兵”，对丰收充满了
信心：“春管没落下，病害提前
防，旱了水浇地，良种抗倒伏，
这么好的条件，丰收没悬念。”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
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作为
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实现
粮食生产稳定，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是河南时刻铭记、牢牢扛
稳的重任。

面对疫情，河南坚持疫情防
控和春耕生产两手抓，解决了运
输难、用工难、管理难等“卡脖
子”难题，小麦长势近3年最好；

应对干旱病害，大中型灌区开闸
放水，重大病虫害防控全覆盖，
小麦条锈病累计防治超过6300
万亩次，是发生面积的2.89倍，
赤霉病发病面积和程度是近几
年最小、最轻的一年。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河
南粮食产量已连续 3年超过
1300亿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收官之年，中原麦田又将
交上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聪明田”扎稳丰收根基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
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河南
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重要抓
手，在广袤的中原大地，现代农
田水利设施和农业“黑科技”、
互联网大数据碰撞，黄土地变
成“聪明田”，在今年的特殊年
景下，发挥了守卫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作用。

对于第一年流转土地种粮

的“新手”邱守先来说，打赢这
场“漂亮仗”全靠这块“聪明田”。

新农人播撒丰收希望

“谁来种粮，怎么种粮，如何
种好粮”，粮食生产的“三问”曾
困扰着不少种粮人，效率不高、
效益不好、种粮积极性不足，给
粮食安全埋下了隐忧。然而，面
对疫情风险挑战，应对产业转型
发展，一代新农人、一批新农企
走进农村，接过麦田，成为活跃
在田间地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播撒下岁岁丰收的希望。

“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
改革激发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的变革，以托管、流转形式集中
土地的速度正在加快，适度规
模经营渐入人心。”南阳市宛城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天海
说，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日益成为农业生产“主力
军”。（据新华社）

截至6月11日，河南麦收已基本结束，8500多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
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经历了疫
情的考验，面对小麦病害、干旱等不利因素，特殊而
难忘的庚子之年，“中原粮仓”河南再次交上一份丰
收的答卷，稳稳地扛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在河南省商水县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农机手操作机械收割小
麦。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