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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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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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招商

●许昌纸箱厂6千平寻合作

13213367666部分厂房出租

公告

●公告：郑州供电段退休职工：

张明华、身份证号4101031
960****5370王绍林、身份证

号4101031963****1019二位

退休职工单位多次联系未果，

见报请速与郑州供电段离退

科联系，电话68361223。逾

期未联，按相关政策处理。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温建国

与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44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

字第0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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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

我司嗨小峰与中介王永签订

建业五栋大楼B座805、806租
赁合同且已支付一年房租，现

寻中介未果，特发公告寻产权

所有人。请权利人尽快与我司

联系并签订租赁合同。

联系电话：18625782371
● 招标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

司练城停车区变压器设施维

修项目已批准实施，资金已

落实，现进行招标：1.有意

向者请于2020年7月24日-7
月31日来大广高速k1982公
里处练城停车区东区办公室

领取招标资料。2.联系人：

胡经理电话：18736953999
● 注销公告

洛阳缘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注册号410392100001706)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自本公

司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高新区康泰老年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统一代码5241
0101MJF752890M）经决议拟

向中心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登报之45日起

向本中心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 继承不动产登记公告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翟玉

兰继承王保金(房产证号000854
68号)不动产权利予以登记,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前 (2020 年 8 月
12 日之前,节假日顺延)将异议

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
构将予以登记.异议书面材料送

达地址:汝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方式:0396-2711517
汝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声明

●任焕玲丢失豪德天下府邸小

区15号楼1807房屋收据（票

号1：0004574金额：10000，票
号2：0004770，金额：123021）
和购房协议一份，声明作废。

●戚蓉郑房权证字第0101022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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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O411859969，姓名闫思

泽，出生日期2014年11月23
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本人何宏伟遗失新乡名都置

业有限公司郑州恒大御景湾

15号楼1804号房，首付款收

据，收据编号：6013066金额

19419元；收据编号：9029112
金额125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真得劲

炒鸡炒虾尾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0100MA47375D4J)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诚实食品经营

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张献礼遗失郑州市桐柏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的2020
年6月4日至7月2日打狂犬疫苗

河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票号：

0107129；0107130；0107143，
共计金额2669元，声明作废。

●淮阳县百果园种植专业合作

社（4116260007779）原公章

丢失，现启用新公章（编号4
110200019053）特此声明。

●洛阳市老石匠旅游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荆小超将亿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天然气开口费收据

丢失，金额3000元，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金水源街道张

李垌村2组李天玉,身份证号4
10112195902211115与张李

垌拆迁指挥部签订的526号拆

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

协议本人手中红联丢失，声

明原协议红联作废。

●韩尚斌、秦小丹购买博爱京
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五洲国
际商贸城A6号楼117号的交

款收据（票号：3035054）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润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和法人章(张久生)丢失,
声明作废。
●江沙新乡医学院学士学位证

书（证书编号：1047242019
002241）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猫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章号4103020063
749，声明作废。

●洛阳盘龙固体废物处理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编号410304
0030889，声明作废。
●三门峡市真爱年华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原公章及财务章遗
失申请作废，已启用新公章
及财务章，特此声明
●方松平和何宏模夫妇于2005.
6.29所生之女方佳怡《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F320
375489，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安运达运输有限公

司车辆车牌号为豫QC0059的
道路运输证（证号：41170000
0396），豫QL839挂道路运输
证（证号：411700008863）的
营运证一并丢失，现声明作废。
●许昌东城区鱼你一起酸菜鱼

店(代码92411000MA468E7L8F)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丽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号4101040
082909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123098，姓名

李明熠，出生日期为2014年
07月1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新蔡分公司旅游合同

共计1份(正副本合同)。编号

明细如下:出境合同14-000
1622声明作废。

●本人郝士奎遗失河南永威置

业有限公司发票一张，发票

编号为：15396361，金额为：

1227294元，特此声明作废。

●方城县首联矿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3220
00028429),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39725586-0)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 2016 级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以下四人

的三方就业协议书遗失，姓名

和编号如下：王梦雅编号：

8417123、王新宇编号：8417124、
韩贺云编号：8417126、朱阳阳编

号：8417127，声明作废。

郑州社保费减免缓执行期延至年底
上半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7.68万人 将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执行力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今年上半年，郑州全市新增城镇就业7.68万人，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7.36%。7月
23日，郑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办召开郑州市“稳就业、保居民就业”工作落实情况新闻发布
会。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共渡难关，郑州市下一步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将
稳岗返还标准由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提高到100%。

上半年郑州新增
城镇就业7.68万人

“今年上半年，郑州全市新增城
镇就业7.6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的 67.36%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1.43%。”郑州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德耀说，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3.2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93.12%，就业创业各项完成数和
完成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就业形势整体稳定。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先后出台了援企惠民政策文件30余
个，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全力促
进企业复工复产，最大限度稳定企业
用工。”

在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郑
州市扩大企业就业规模，引导国有企
业切实担负起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责任，目前已有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盾构制造有限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0多家重点国有
企业发布招聘信息3000余条，较好
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同时，扩大了见习规模。提高见
习补贴标准，鼓励企业留用见习生。
上半年，郑州全市已组织4600余名
高校毕业生参加了就业见习，其中
1246人与见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
式留用。

郑州社会保险费减免缓执行期
限将延长至年底

今年，郑州市也加大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政策执行力度。充分调动各
县（市、区）人社部门积极性，全面摸
排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中小微
企业进行精准帮扶。让政策跑出加

速度，让企业最快感受到政策温度。
截至目前，全市合计审批企业9527
家，涉及资金约21.52亿元，稳岗涉及
人数567434人，为全市稳就业工作
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德耀说，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共渡难关，下一步，郑州市对于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将稳岗
返还标准由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提高到
100%。

对前期已按50%标准申领稳岗
返还且目前仍然存续（审核标准为
审核时正常参保缴费）的中小微企
业，尽快按照新的100%稳岗返还标
准予以核算，差额部分直接补发到
企业账户，无需企业再次申报；对参
保职工30人(含)以下且符合享受稳
岗返还条件的小微企业，无须申报，
直接将资金返还至企业账户。

另外，郑州也将延长社会保险费
减免缓执行期限。根据最新文件精
神，对中小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免征的政策，延长执行至2020年
12月底。

这几天我省多阵雨
未来一周信阳地区雨水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强降雨过程结束，短暂的
晴天到来，又一轮降雨将至，下周的雨
水较多。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报，21
日到22日我省黄淮之间出现暴雨、大
暴雨。未来一周信阳地区仍多降水天
气，需密切关注我省淮河流域中小河
流洪水及水库的防汛工作。

受副高加强北抬和西南暖湿气流
影响，21日8时-23日5时，我省黄河
以南普降大雨，南阳、平顶山、许昌、漯
河、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等地出现
暴雨、大暴雨，平顶山、漯河、驻马店、
周口四地市局地特大暴雨。

具体来说，23日至25日白天，我
省中西部和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
雨，南阳东部和信阳局部有大到暴
雨。25日夜里到26日，全省有小到中
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

27日到28日，西部、北部有阵雨、
雷阵雨。29到 30日，全省有小到中
雨，西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一周，信阳地
区多降水天气，局地大到暴雨。

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