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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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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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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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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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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寻亲公告

●寻人启事：2020年 6月 12日
早晨4点多余桂英在固始县建

材路下坎处自家门口捡到一

女婴,内有一纸条,上面写有孩

子的出生日期《已报案》如

有知情人和孩子的亲生父母

看到此启事请尽快联系！

15236766500,15194452852
●寻亲公告:本人孟华，爱人王

艳伟，家住河南省中牟县青

年西路11号院，于2018年5
月8号清晨在解放路立交桥

南头捡到一名女婴现取名王

艺乔，父母信息不详失去联

系，现寻孩子亲生父母。

联系电话：15738899652

公告

●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河南省工业展览馆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20年7月1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豫组宾

馆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
7月1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芳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326MA40LXYX5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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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赵华华与

你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29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郑
仲案字第0029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薛兵玲与

你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30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郑
仲案字第0030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樊爱珍

与你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

0031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
郑仲案字第0031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刘言与

你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32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郑仲

案字第0032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吴昊与

你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3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郑
仲案字第0033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新乡市安军文波物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
00MA45H70R1J拟注销,请债权

人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声明

●洛阳市高新区万通通讯店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10300MA449DH94Y
(1-1)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高新开发区源樽酒行营

业执照410392600079807(
李原菲)正副本丢失。

●郑州盛图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4101
92100002846，税务登记证41
0105663402780，公章，财务

章丢失，声明作废。

●程宏、常蕊遗失河南兴伟置

业有限公司2号院27-502室
的首付收据(编号:3503959 、
2619490、9033860,金额34
8169元)、维修基金收据（编

号：5017161,金额5738元），
声明作废。

●兹有郑州恒大林溪苑认筹协

议书,编号:Ｃ0438004,业主姓

名马辰,认筹时间2020年6月
27日，不慎遗失，现公告该

协议书作废,不再具有退筹效

力。特此声明。

●编号为O411610942,姓名黄

海麒，出生日期为2014年8
月26日15时36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本人李娟购买永威上和郡项

目一期5号楼1单元702号房。

房款收据号SHHJ0022265
金额:壹万元，车位号Y5-809，
车位收据号SHHJ0022266金额:
壹万元，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李正伟的军人保障卡遗失，

声明作废。

●河南隆祥药业有限公司正泰

大药房二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常本纲易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4ENYB38）、公章（印章编

码：4101043330573）、法人

章（陈龙伟）、合同专用章均

不慎于2020年6月22日遗失，自

丢失日起，由此引起的经济纠

纷与本单位无关，特此声明作废

●洛阳市泽祥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章号：41030501
50071）丢失，声明作废。

●钟凯拓的军人保障卡遗失，声

明作废。

●任纪功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丢,许可证编号 JY14101020
036342，声明作废。

●许昌远颖加油站法人章(法定

代表人:方建福)丢失声明作废。

●苏翔，身份证号41010219870
5270010，因公房租赁合同不

慎遗失，合同号002801，房
屋坐落，市场街75号院平房

2号，声明作废。

●范梓萌（2014年11月2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O411205254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万禾快捷酒店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1
00162130发票号码164449
85）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

中心的非税收入票据批次为

OB【2018】的票据1174491
不慎丢失,公开作废,特此声明。

●郑州裕德福苑茶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39588672
29)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法
人:孙泽义)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圆点青少年舞蹈艺术

中心公章丢失编号4101810
047278声明作废。

●本人周红军，身份证号41302
1198104090416，现不慎将河

南达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具的押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为3965457金额为叁万柒千

柒佰玖拾陆元整，特此声明。

●河南鹏润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英泰净水材料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410181003
0084）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地质矿产资源资产评

估事务所(注册号410100120
0638)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张晗,身份证号41142119
9103010095,由于本人保管不
慎,将2018年04月18日与郑州

润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百
度饮品特许协议书》遗失,合同
期限2018年04月18日-2020年04
月17日,合同地址:河南省商丘

市民权县秋水路中段86号,现声

明此协议作废,郑州润翔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以及郑州润圣商贸有
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负任何责任
●本人刘守明不慎将航程天地
置业有限公司云瓴国际1号楼
422室的首付收据丢失,首付

款20000元(票号1602977),房
屋维修基金3421元(票号1602
978),产权登记费80元(票据号
1602978),以上收据声明作废。
●依据(2020)豫0182执2053号,
禹利生位于荥阳市万山路中段
西侧(开发公司13号楼)1单元2
层201号荥0601037839声明遗失。
●个体户杨明鑫印鉴章和营业
执照(注册号411002603949
882)副本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不慎将编号分别为2738
974、2738975、2738976，三
张邢畅的医疗发票遗失,未
做他用，特此声明。

中科院派工作组赴合肥
调查“90多人集体离职”事件

据中国科学院网站消息，日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属某
研究单元90多人集体离职”相关信息
引发各界关切。中科院党组7月17日
研究决定成立专项工作组，工作组于7
月19日已抵达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开展调查工作。该工作组由中
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汪克强任组长，
中科院机关相关厅局负责同志组成。

背景新闻
针对有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核能

安全技术研究所（简称“核安全所”）90
多名科研人员集体辞职一事，7月16
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人
事处一名负责离职管理的工作人员告
诉澎湃新闻，90多名科研人员于6月份
集体向该研究院提出离职，“他们都是
自愿离职的，现离职手续都已经办完。”

前述工作人员透露，这90多名科
研人员确实是被挖走的，但离职属于
正常人员流动。据悉，核安全所是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下属研
究所。

核安全所官网信息称，该所是面

向核安全与先进核技术相关领域开展
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的创新型
研究所，目标是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核安全技术基础研究基地、核能
安全专业创新型高端人才培养中心、
核电站及其它核设施安全技术综合支
持平台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研究所坐
落在安徽省合肥市科学岛上。核安全
所在IAEA及ITER国际合作计划、国
家“973”/“86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国家
磁约束核聚变专项和中国科学院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等重大项目牵引支持
下，始终追求“从源头确保核安全”的
理念，深度交融“研、学、产”，取得了一
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
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能源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奖一等奖、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等
2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还获欧
洲聚变核能创新奖和美国核学会杰出
成就奖、国际聚变核技术杰出贡献奖
等国际奖励。
综合中国科学院网站、澎湃新闻等

“假神童”频现 教育部出手
为规范个别竞赛在组织过程中

暴露出的问题，日前，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坚持素质教
育导向，切实维护教育公平，进一步
规范竞赛管理工作。

《通知》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要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开展一次自
查，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性、独创
性进行复核。要坚决避免参赛项目
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
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
参赛造假行为。举办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必须坚持公益性，做到

“零收费”。
《通知》明确任何竞赛奖项均不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
据。各地要继续严格落实义务教育
（幼升小、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政
策，不得将任何竞赛奖项作为升学依
据。要继续对本地区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考试（中考）加分项目进行清理
和规范，严禁将各类竞赛获奖情况作
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中考）加
分依据。

《通知》强调教育部将进一步加
强对审核通过的竞赛的管理，严肃
查处竞赛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情节严重或者经警告、提醒仍不改
正的，将从竞赛名单中移除，并不再
受理举办单位举办竞赛的申请。各
省（区、市）要加强对在省域内落地
的全国性竞赛的管理，同时加强对
省级竞赛的管理。各地各学校要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坚决禁止违背学
术诚信要求的行为。要加强对竞赛
管理政策的宣传，让中小学师生和
家长充分了解掌握全国和本省份竞
赛名单，引导中小学师生和家长主
动抵制名单外的违规竞赛活动，发
现线索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