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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公告

● 减资公告

南阳市住宅统建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根据2020年10月13日
股东大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

从800万元减至780万元,现
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郭坤,电话63531068
●汝阳县浩浩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326MA3X5RGL7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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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若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4MA47LFUC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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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南阳市金得瑞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3007662389524)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2020年10月9日
●减资公告:河南省深联物业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1326MA468DG6X6)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5000万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徐鹏:本委受理申请人张美好

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

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0761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郑仲

裁字第0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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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371-67175972
●新乡市强力高压标准件有限

公司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

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我辖

区公民李廷民，

现年45岁，家住

新乡市，新乡县

古固寨镇南辛庄。

2014年在干活路边捡到一个

男孩，抚养到现在，取名李

万根，孩子父母信息不知道。

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知情

者联系电话15838510658

声明

●本人刘雪芬于2012年8月24
日向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缴

纳培训费壹万元整,收据号为

NO 0003400，收据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

事处王庄村民委员会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1040
4902,开户银行:郑州市市郊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祭城信用社,
账号8101011000227特此声明。

●河南轩正拍辅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个体户李志敏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李志敏印)和个体户李志

敏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三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41010000173
46),声明作废。

●宋蕊莹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1093603029393)遗失作废。

●段文琳不慎遗失河南大学毕

业证书，证号：证书登记第

150111988号，声明作废。

●荥阳市成皋路洁丰干洗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
018360031906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鹏辰服饰摊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
105601429583,声明作废。

●卫辉市仿古街邦德电动车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均丢失,注册号

410781610015416声明作废

●焦作市佳宇物流有限公司豫

HM0839车牌遗失作废。

●编号为：P411971769，姓名

为：尹嘉慕，出生日期为：2
016年4月22日20点42分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省大华建设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公章、财务章、负

责人章、合同章、发票章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幸福糕点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44DLMT3K，声明作废。

●张磊仙桃职业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证书遗失，编号12
7401200806723821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陈保建蛋糕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
4729QYXC，声明作废。

●张红伟遗失驻马店御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认购书，楼

号1-2-805认购书编号3441，
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张磊黄河科技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118345201
705001592声明作废。

●张磊,男,于2020年8月遗失医

师资格证(专业:临床医学,证
书编号2014411104128011
98701101432和医师执业证

(执业类别:临床,证书编码11
0411700003807)声明作废。

●本人宋斌身份证号412829197
406290017,由郑州经典商贸有

限公司于2006年3月27日开

具的收据，票号5039201,金
额大写伍万元整（小写金额

50,000.00),票号5039202,金
额大写伍万元整(小写金额

50,000.00),原件由本人原因

不慎丢失，以此为据，现登

报声明，此两张收据作废。

●蔡智超遗失洛阳住总宇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建

业定鼎府五期Y5-1-202洋房,
车位Y5-B029收据2张,定金

收据编号3505005,金额:壹万

元,续交收据编号:3411425,
金额:拾贰万元,现声明作废。

●苏菲位于巩义市中原西路11
0号16号楼1单元附43号房产

的不动产权证（证号201800
12051）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宋冰购买德鸿置业有限

公司2号楼802号住宅房,房款

收据(2015.7.29)编号00122
28金额90442元,维修基金收据

(2015.7.29)编号0002334金
额6784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李婷（2009年3月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J410403052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宋治军遗失荥阳市郑西鑫苑

名家房款发票,票号:001546
16,金额329000元,声明作废。

●河南久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
9F05KWX0，声明作废。

●本人吴骁鹏,因个人原因不慎

将河南万盟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永威逸阳溪畔房款收据

丢失特此登报声明收据号维

修基金:YYXP0007928金额8257,
丢失收据号房款发票: YYXP000
7954金额332656.现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与河

南万盟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张红芳，马峰涛购买于汝州

市普罗旺世22号楼2单元401
号房，面积128.03平方米。不

动产登记证号为:豫(2017）汝
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5081号，

此不动产登记证明因保管不善

丢失，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红芳马峰涛

●编号 I411737011,姓名题煜

轩,出生日期2008年11月2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后排不系安全带，发生
意外的时候，坐在车子里面
的人不光是会撞到前排座椅
的那个靠背，还有可能会撞
到什么车顶、车门板、车门玻
璃导致受伤。

严重的时候，后排乘客
甚至会化身成一颗炸弹，威
胁到前排或者是侧边系了安
全带的那些乘客的生命。

动能定理，动能等于质
量乘以速度的平方除以二。
算一下的话，一个80公斤的
男同学，在120公里的车速
下，自身拥有44千焦的能
量，相当于一个12克的TNT
炸药，约等于半颗手榴弹。
没有安全带的束缚，也就相
当于直接向对方身体上扔了
半颗手榴弹。

本报讯 10月16日，记者从
郑州市交警支队了解到，郑州将
开始抓拍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2020年10月22日起，郑州交警
将通过电子监控设备，对机动车
副驾驶不系安全带的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抓拍取证，并依法进
行处罚。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
条例》第五十条：机动车乘车人
未使用安全带，将对车辆驾驶人
处以10元罚款，不扣分。

也就是说，不仅司机不系安
全带会被拍，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同样会被拍。

不系安全带电子抓拍系统
是如何工作的？电子监控设备
对过往车辆进行抓拍后将数据
传送至中心服务器进行解析，将
符合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的数
据上传后再经过人工严格筛选
并录入系统。

有市民问，后排乘客不系安
全带会被处罚吗？记者了解到，
郑州暂时没有该规定。虽不处
罚，但郑州交警还是要求后排乘
客自觉系好安全带。

副驾不系安全带？下周四起会“出镜”
10月22日起，郑州开始抓拍副驾驶不系安全带，并对车辆驾驶人罚款，不扣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文图

对于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处罚，已有省份出台了
相关规定，例如2019年12月1日起，江西高速交警启动
对后排乘车人不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乘车
人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处 30 元罚款；
2019年11月11日起，浙江省高速公路各出入口、服务区
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未系安全带违法行为，乘客
不按规定系安全带的，对违法当事人将罚款50元。

后排不系安全带，严重时后排乘客会化身炸弹

延伸

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