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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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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信息窗口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公告

● 吸收合并公告

洛阳市广隆车辆检测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叁佰万圆整)及
洛阳市谊隆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叁佰零肆万壹仟壹

佰圆整)采取吸收合并方式进

行合并登记，洛阳市广隆车辆

检测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

关注销,洛阳市广隆车辆检测

有限公司的有关资产及债务

债权均由合并后的洛阳市谊

隆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承继，合

并后洛阳市谊隆车辆检测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叁佰零肆

万壹仟壹佰圆整。特此公告。

● 公 告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

公司于2010年10月19日至20
13年 12月 25日承建了黄岗寺

城中村改造（安置地块五）

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我

公司即对项目部自己聘用人

员胡继松、徐祖金解除了授

权。上述人员在超越上述时

间外所签订的与黄岗寺工程

相关的签字和承诺等行为，

均系个人行为，我公司均不

予承认和认可。 特此公告！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

公司 2020年 6月 1日

寻亲公告

●声明:我叫王正炎,男,现年

47岁,身份证 41072119731223
1034,系新乡县河合乡西永康

村人,于 2015年 1月 25日去获

嘉县途中捡到一名女婴.未能

联系到其亲生父母,于是便将

女婴带回家扶养取名王静玉

女于 2015年 1月 22日出生,并
抚养至今,为女婴登报寻亲.
联系电话:13569411659,
声明人:王正炎2020年7月6日

声明

●郑州市郑东新区郎迪利格家

具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0MA4
490HM56）丢失，现声明作废。

●刘勇身份证号：41010219680
2240519，2018年 5月 6日缴纳

昌建翡翠苑信息服务费 3000
0元，协议编号 8161792协议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 声 明

因工作需要，郑州市二七宾

馆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的日

常工作，暂由芦光红负责。

郑州市二七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7月 6日
●程慧梅遗失郑州新龙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两份，

编号 1123598、01012762，
声明作废。

●赵研希《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为P410241710,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韩玉芳、张晓生于2020
年3月20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

受理费 23171元所出具的票号

为 0014674259的《河南省行政

事业性收费基金及罚没收入

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

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

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河南锐道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 4101030185647）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吉通货物配送服务有限

公司车牌号豫A8000W营运证(4
10104015489号)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007321，姓名郭

原赫,出生日期为 2013年 08月
24日23时56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乐海美食屋营

业执照正本 92410104MA45X
ML37R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爱熙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91410102MA45KQK30W)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海丽斯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陈玉杰,不慎遗失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现代文秘专业中

专毕业证,证书编号 200120
10040，声明作废。

●屈凌慧在正商华府置业有限

公司购房款收据,票号 20023
39,金额109130元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刘记酱牛肉馍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5MA4
60PN8XD，声明作废。

●河南亿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直营四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122MA40DEXTOQ)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曹建清遗失永城职业学院

毕业证，证号 137871201
106076179，声明作废。

●孙赢心（2014年 5月 1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O410950256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068665，姓名

冯一乐，出生日期为 2013年
12月 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兰考海雷柴鸡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102250018803，
声明作废。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中力国际酒店 1#楼
外幕墙装饰工程资料专用章

一枚，编号 4101030106085，
声明作废。

●徐凯豫K59516的车辆保险单

丢失.车架号LZGJ LGR97CX0
16335.发动机号 1612B02383
1.商业险保单号 8051120194
11081004367.商业险单证流

水号 1810806016.特此声明

●河南丰奕鑫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75952701,账号 1556
0000000091228,开户银行: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

新区支行,声明丢失。

●本人姓名冯金灿，遗失郑州

美好艺境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 10-1-1401房款收据,收据

号为 5504298,开具日期为 20
19年 7月 12日,金额 558484
元。车位收据号为 5505930,开
具日期为 2019年 7月 27日,金
额60000元。房屋维修基金收据

号为7005994,开具日期为2019
年8月30日,金额为10780.25元。
现登报声明作废,由此收据丢

失引起的一切纠纷由我本人

承担，与郑州美好艺境置业

有限公司无关。

●周可涵（2017年 3月 11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1617271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魏芯雅，遗失教师资格证书,
证书号 20194118012001097，
特此声明。

●河南鑫旺源净水材料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丢失编号 410
1810062205声明作废。

●张继光丢失河南易升合置业

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27日
开具的伍仟捌佰贰拾陆元（

5826元)收据一张(票号为 30
23019)维修基金，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老丁家腊牛肉

店(注册号 410105601242919)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0105013, 姓名为

董其锟，出生日期为 2012年 4
月 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葛延丽丢失五云山梧桐

墅收据一张，收据编号6005626
金额 2万元整，声明作废。

●本人王静，身份证号码 4101
08198510210024不慎遗失河

南山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

水区分公司装修押金收据，

收据号 8040873.8040876.80
40875.金额合计 6000元，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后

果与该公司无关。

●刘文娟郑房权证字第110103
1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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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彬，身份证号 4127261
97910110017购买绿地香湖

湾 5号地 2-1-603开具的房款

收据（号 0086088，金额 12
80731元）丢失，声明作废。

●王冬遗失执业助理医师执业

证书,证书编号 2104100000
08596于 2007年 11月 27日
取得,于2020年6月30日丢失，

特此声明。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注册号 410105130041
8)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路泰货运有限公司豫AF
0U31营运证不慎丢失道路运

输营运证号:410103001296
声明作废。

●王大新郑房权证字第070107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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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7月6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从郑州市加梯办了
解，近期巩义、郑东新区、新郑市相
继出台了加梯政策。加上市内五
区，目前郑州已有8个县（市、区）
先后出台加梯方案正式开始实施，
上街区加梯方案正在制定中。值
得一提的是，跟市内五区加梯每台
补助“最高不超过15万元”不同，
巩义、新郑两地直接一步到位，每
台电梯按最高额度15万元进行补
助。

记者对比发现，巩义、郑东新
区、新郑市三地政策中，在实施原
则、实施主体、实施程序、联合审
查、工程施工、竣工验收、使用登记
等方面，和郑州市内五区的内容大
致相同。而在资金补助方面则更
为给力，巩义、新郑对符合相关要
求的直接补助15万元。

具体来看，新郑市规定：对辖
区范围内取得合法房屋产权证或
不动产权证的四层及以上的非单
一产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市财政
按照15万元/台予以补贴。财政
补贴部分不计入固定资产。补贴
的具体程序和申领办法，由市财政
局另行制定。

巩义市规定：对市内五个街道
内具有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的四层及以上的非单一产权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2022年12月31日
前完成联合审查、并在2023年 6
月30日前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书的，市财政按照15万元/台予
以补贴。财政补贴部分不计入固
定资产。补贴的具体程序和申领
办法，由市财政局另行制定。加装
电梯项目可申请政府补助资金。

“每台直接补助15万元，新郑

和巩义的政策确实更加实惠、方便，
可提高群众的加梯积极性。”郑州市
某区加梯办负责人透露，在实际操
作中，加梯补助是按照每台电梯的
具体费用来进行测算，最后补助金
额不一定能达到最高的15万元，新
郑和巩义两地直接一步到位，给老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另外，这两地对“出钱”的部门
也进行了明确，直接由当地财政进
行划拨。“其他各区在实际操作中，
加梯补助费用基本由郑州市财政
和区财政分摊，这样操作起来就比
较繁琐，而这两地直接规定由当地
财政出钱补助，在以后操作中势必
会更加便捷。”

上述负责人呼吁，“建议郑州
各地效仿巩义和新郑，直接明确加
梯补助金额和‘出钱’单位，让群众
加梯得到更多实惠和便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孙梦雨

郑州8个县（市、区）相继出台加梯细则

巩义、新郑
加梯每台直补15万

加装电梯现场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