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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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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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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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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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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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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梁景贤、赵晓阳:现通知你二

人于 2020年 7月 10前到公司,
办理有关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等财务资料、财务专用电

脑主机及移动硬盘等交接手

续.逾期不交将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
河南迎泽实业有限公司

● 注销公告

开封启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20
0MA45YXJF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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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本人张醒，不慎遗失新郑市

水榭华城 32-1-1102 房款收据

（金额 63500元，房款收据号 70
05951）现声明作废。

●孟凡连、何燕霞,预售商品房

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遗失,证
号:1507118457,房屋位置:荥阳

市中原路与商隐路交叉口东南

侧清华大溪地9区洋房区21号
楼1单元26层2602号,特此声明。

●上海泽瑾景观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河南正商龙湖

置业有限公司郑州正商智慧

城采摘园硬质景观工程质保

金收据单,金额为 56458.34元，

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责

任由本公司承担。

●陈峰郑房权证字第150118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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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齐效

良 17111043学生证遗失作废。

●李耿闰遗失河南农业大学城

乡规划结业证书,结业日期 20
18年07月01日,证书编号1046
61201805006528,声明作废。

●河南浩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印章编号:410581004
8240）丢失，声明作废。

●二七艺德雅医疗门诊部王雪

的护士执业资格证(证号 2018
141070100490)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九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许

县解放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922000617201,声明作废

●汇都中心2号楼2724,业主马

美莲，办证费 400元,收据号

1684143；维修基金 4166元，

收据号 1684192以上收据遗失

，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知馨托管服务

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

证号 JY34107030038731声明作废

●牛天顺职工退休证（证件编号:
109396）遗失，声明作废。

●蒋双军,牟房权证字第150102
7964号房产证遗失,房屋坐落

中牟县宝峰街西,寿圣街东、万

胜路南、学苑路北鸿运.水木清

华12号楼2-802号，声明作废。

●徐环标，男，居民身份证于20
20年7月7日丢失,身份证号360
124198707276313，自丢失日起

由该身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

责任概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余浩，女，居民身份证于2020
年7月7日丢失,身份证号360124
198803136628，自丢失日起由

该身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

任概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河南建林混凝土有限公司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法拍无忧实业有限公司

（现公司名称为河南法拍无

忧拍卖有限公司）原公章和

原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新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 41030600019
68），合同专用章（编码 410
3060000728），发票专用章

（编码 4103060002769），法人

（马永玲）印鉴章（编码 41030
60000729），声明作废。

●李琳:身份证 4110231987083
05060,将郑州众鑫置业有限

公司于 2020年 1月 10日开的

首付款收据遗失，金额 8800
元,收据编号 1030755,房号:中
能新誉 1-中-6100,声明作废。

●许贝贝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
号 210411628000633于 20
19年 11月 8日取得，于 2020
年 6月 29日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河南帆泓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遗失,核准号 J49100762041
01账号 158638109开户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农业路支行，声明作废。

●河南相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53000723901，账号：

16220401040000584，开
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鲁山县支行金达分理

处，声明作废。

●河南米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兴业银行郑州航海中路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
10062101401，声明作废。

●巩义市华宝建筑劳务分包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丢失编号

4101813347006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笛晨茶叶商

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0M
A47TRCU4W声明作废。

●本人郭浩鹏不慎丢失由大连

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开具的郑州万达中

心 10号楼 1_143号的装修押

金收据，收据号 0000000540。
开具日期 2020年 4月 21日，金

额 5000元，现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如意之家快捷宾

馆财务专用章（号 4101810
017288）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编码为 1107680\1111672\00
02890\0008457\0005937的
收据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874506 ,姓名为

张语倬，出生日期为 2017年 2
月 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樊强,男,一级结构工程师注册

证书(证书编号:S184101939）
取得时间:2018年6月5日于20
20年 6月 8日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璇玺商贸有限公司青滇

路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许可证编号 JY1410305
0058872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海之蓝伟通烟酒

门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85600469539遗失作废。

贵州安顺一公交车坠入虹山湖水库
截至7日17时30分，已致21人死亡15人受伤

新华社电 记者从贵州
省有关部门了解到，7日中
午12时许，安顺市西秀区
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
冲出路边护栏，坠入虹山
湖水库中。截至7日17时
30分，共搜救出 36人，其
中 21人死亡、15人受伤，
伤员已全部转往医院救
治。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中。

安徽歙县：

高考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举行
新华社电 受强降雨影

响，安徽歙县2020年高考7日
上午未如期开考。记者从安
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经
研究并报教育部，歙县考区原
定7月7日语文、数学科目考
试延期举行，7月8日综合、外
语科目考试正常举行。

记者从歙县县委、县政府
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县城

主城区因强降雨导致城区多
处河水“上路”，歙县2020年
高考7日上午未如期进行，歙
县2000多名高考生均未正常
开考。

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介绍，7日凌晨，歙县遭遇特
大洪涝灾害，县城多处洪水

“上路”、严重积水、道路受
阻。截至7日9时，歙县考区

歙县中学、歙县二中两个高考
考点大部分考生均未进入考
点，高考无法正常开始。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表示，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查看灾情和考点情况，
调度指挥高考工作。安徽省
将全力以赴做深做细相关工
作，切实保障好广大考生利
益。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国家防总将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新华社电 记者 7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当前
防汛抗洪严峻形势，国家防
总于7日16时将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同日，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
警。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期，西南地区东部至
长江中下游持续出现强降
雨，太湖、长江流域相继发生
编号洪水。截至7月7日14
时，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以
下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水
位超警0.01至0.75米，太湖
水位超警0.47米。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
悉，6月 1日以来，安徽、湖
北、浙江、重庆4省（市）累计
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
最多，安徽、湖北的平均降雨
量已超过500毫米。

记者获悉，安徽省减灾
救灾委决定于7日13时将安

徽省救灾应急响应等级由Ⅳ
级提升至Ⅲ级。湖北省减灾
委、省应急管理厅于7日12
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Ⅳ
级响应。此外，记者7日从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
到，7月4日以来的强降雨已
导致该省湘潭市、怀化市、张
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等地的 14.6 万余人受
灾，6427 人被紧急转移安
置。

中央气象台7月7日18
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
月7日20时至8日20时，江
汉东部、江南北部、四川南
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东
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
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
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
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
暴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
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特
大暴雨。

新华社发坠湖公交车被打捞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