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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电暖销售施工18638206663

公告

● 变更公示
郑州市郑东新区老吉语文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现声明举办

者变更，举办者由弥王梓变

更为成都心田花开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变更前无债务债
权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

由法定代表人承担。

●洛阳景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
735617248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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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河南嘉华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4NE7U14)股
东会议决定，即日起决定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
少至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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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洛阳玖珍堂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7M
A3X7LL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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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翠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300MA46DKUW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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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沁阳市四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H361H挂牌照遗失作废。

●本人：程富强，身份证号：4127
27198908180412遗失郑州星

联绿博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收

据原件，收据编号为：070409
5，开票日期：2016年9月22日，

票据金额：250000元（大写：贰

拾伍万元整）、收据编号为：03
21718，开票日期：2016年9月22
日，票据金额：20000元（大写：

贰万元整）、收据编号为：0321
719，开票日期：2016年9月22日，
票据金额：20000元（大写：贰

万元整），现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陈晓林遗失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发票,住院号0003
969433金额3994.33元声明作废。

●禹州市航航化妆品店(注册号

411081628407792)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海清遗失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开的收费票据,票号23
88856金额845.07元,声明作废。

●郑州世嘉五栋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建业住宅集团2018
年8月6日开具的质量保证金

收据,收据号0600510,金额

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本人：程富强，身份证号：4127
27198908180412遗失郑州星

联绿博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收

据原件，收据编号为：061232
4，开票日期：2017年9月28日，

票据金额：50000元（大写：伍

万元整）、收据编号为：090090
3，开票日期：2018年11月12日，

票据金额：9066元（大写：玖仟

零陆拾陆元整）、收据编号为：

0900927，开票日期：2018年11
月12日，票据金额：80元（大写：

捌拾元整），现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本人：程富强，身份证号：4127
27198908180142遗失郑州星

联绿博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收

据原件，收据编号为：0900
833，开票日期：2018年11月12
日，票据金额：486238元（大写：

肆拾捌万陆仟贰佰叁拾捌元

整）、收据编号为：0900812，
开票日期：2018年11月12日，

票据金额：60000元（大写：陆

万元整），现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张子谦《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为R410156578，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新兴曲剧团原演出许

可证已丢失，证号:4101031
10004声明作废。

●郑州纵横玻璃纤维制品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王艳）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刀削面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08600438202，声明作废。

●谷毅，不慎将佳田未来新城

(原东方鼎盛花样城)5号地1
号楼1单元3001室的购房协

议购房收据(金额782665元)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车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2410108MA44D2
U135，声明作废。

●刘卫平遗失河南天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2015年8月13日开

具的房款首付发票，发票代码

241001510070,发票号码00395
411,金额43.41万元。贷款发票

开具日期2016年3月23日,发票

代码241001510070,发票号码00
967069,金额42万元。声明作废。
●编号O411816449,姓名为彭潇,
出生日期为2014年12月4号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2009年03月17号濮阳市精诚

建设有限公司付濮阳建业城

幼儿园投标保证金1万元的收

据第二联丢失,收据编号006
1060,此联作废,特此声明。

●2014年07月28号濮阳市精诚

建设有限公司付濮阳建业城

六期自行车棚、垃圾中转站

、物业用房投标保证金1万元

的收据第二联丢失,收据编号

0402267,此联作废,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官阿亮小吃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103600706326声明作废。

●于洪波(车牌号:豫B13U88)
遗失机动车登记证书，证号:
4100141049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巩义市涉村镇秀

娟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2410
1810073675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啥都有五金百

货商店(注册号4101956000
29014)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永阳建设有限公司（

现名为河南永葆建设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郑州市建筑领

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

知书原件，编号：0020166，
特此声明。

●河南省永阳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现名为河南永葆建设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郑州市建

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

储通知书原件，编号：0002
498、0000032，特此声明。

●本人冯帆(41152219920427
1210)不慎将河南九裕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九裕龙城12号
楼2单元1501的收据丢失，

收据号3873458，收据金额

为 24000元，收据日期为20
17年12月26号，声明作废。

●沁阳市顺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H2M47挂行车证遗失作废。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遗失中原数码港一期幼儿

园《郑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

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书》原

件，票号0020206、金额2400
0.00元，特此声明该原件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香秀军香油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8MA4
6M32E55，声明作废。

●郑州众兄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22080823428F）工商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编号：41
01220037232）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酷美健康饮品有限公司

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22786221330
Q）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马得草遗失郑州市烟草专卖

局河南省行政执法证，证号:
豫AY-524911,声明作废。

●抵押人:孙丽英,预抵押登记证

明号1507051993，因本人不慎

将抵押登记证明丢失,特此声明。

寻亲公告

●自称叫赵晨阳男23
岁河南省灵宝市人

2020年12月19日自

来站求助有知情者

自登报3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

管理站联系0371-68953510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责编 贺笑天 美编 扈森

看点AⅠ·08

签约仪式上，河南大学副
校长谭贞与少林寺方丈释永
信代表双方正式签约。

未来，百年老校与千年古
寺强强联合，依托少林寺品牌
和海外少林弟子资源，发挥河
南大学的专业、教学和学位优

势，在全球范围内招收汉语授
课武术专业国际生，层次包括
普通进修生、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河南大学副校长许绍康
表示，签约标志着河南大学
与少林寺在国际生培养方面

河大“牵手”少林寺，能碰出啥火花？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樊雪婧 文 张琮 图

当108岁的河南大学“牵手”千年古刹少林寺，当中华传统
武术与外国国际生相遇，“火花”四射。

28日上午9时，河南大学与少林寺合作培养武术国际生签
约仪式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举行。未来，双方强强联合，
在全球范围内招收普通进修、本硕博在内的汉语授课武术专业
国际生，通过中华传统武术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更多中国声音。

2009 年 6 月，时任河南
大学校长娄源功亲自给少林
寺方丈释永信颁发河南大学
名誉教授聘书，河南大学和
少林寺从此确立深度合作关
系，少林寺为体育学院的武
术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和
出国交流表演的机会，体育
学院的教师为少林寺的武僧
讲授武术文化课程。

2018 年，河南大学的研
究团队受少林寺委托开启《少
林功夫段品制》的研究工作。

2019年11月，少林功夫

段品制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
《少林功夫段品制系列教程》
于河南大学举行首发仪式。

2019年12月，少林寺主
办，河南大学武术学院承办
的首期少林功夫段品制培训
班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举行。
来自海内外 158 名学员，成
为全球首批的少林功夫段品
制认证人员。截至目前，河
南大学联合少林寺举行了四
期初段位培训班、二期中段
位培训班，培训近千人次，为
少林功夫段品制在国际国内

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9 年，河南大学武术

学院正式创立，成为全国综
合性大学中唯一一所武术学
院。该院与少林寺签约了联
合培养国际武术师资的合作
协议，为世界武术领域源源
不断地输送优秀人才。从
2020年开始，每年从新生中
选拔30位优秀学生，经系统
培养达到条件者，毕业后输
送到少林寺海外文化中心担
任武术教练，致力于少林功
夫的国际传播。

签约仪式现场

百年老校为何牵手千年古寺，这段缘分从何说起呢？
其实，双方的合作由来已久。

双方合作历程

致力少林功夫国际传播

的实质性合作。“双方一定能
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做贡
献。”

“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对
少林功夫的当代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此次合作将让更
多国家的少林功夫爱好者有

机会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林
寺方丈释永信说。

河南省教育厅二级巡视
员徐恒振高度评价河南大学
与少林寺合作培养武术国际
生项目。“这是推动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有力探索，

也是河南大学与少林寺优势
互补、锐意进取、创新发展的
具体实践。希望本次合作能
为河南教育工作做出典范，积
极传播中华武术精神内核，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讲好河南故
事，讲好黄河故事，讲好中国
故事。”

联合培养武术专业国际生，最高层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