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2日 多云转小雨 12℃~22℃
11月13日 多云转晴 4℃~16℃
11月14日 晴 5℃~18℃

郑州天气

郑州市消防支队、郑州市交巡警第二大队、羽美艺术培训学校、郑州琦伟文化伟伟德源国际舞蹈培训机
构、河南武德跆拳道、华夏颂金鼓乐团、中国石油、竹叶青酒。

特别鸣谢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5515548198
55001366

收据遗失声明
本人胡振华、王梦哲不慎

遗失河南展宇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8 日开具维修基
金收据，号码：1008158，金
额：5754 元、办证费收据，号
码：1008157，金额：70 元，特
此声明丢失。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紫荆山南路 169
号永丰乐城 24号楼 23层 2303 号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
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
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二七路 200号 29
号 01 号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
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
区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减资公告
河南钜亿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442DM9
8L）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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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
万元整减少至 300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司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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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志邦家居公告
致广大消费者：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已于① 2019 年 10

月 15 日终止了与郭真真（经营名称：杞县真真
建材商行） 经营的杞县中原万商城 24 栋 2 层
213-216 号的“志邦厨柜”店特许经营权；②
2019 年 10 月 15 日终止了与黄中雷（经营名
称：新野县金帝集成灶销售门市）经营的新野
县人民路中段东侧的“志邦厨柜”店特许经营
权；③2019 年 10 月 19 日终止了与袁瑞新（经
营名称：内黄县马上乡志邦厨卫电器门市）经
营的内黄县万洋国际广场 10号 106 室的“志邦
厨柜”店特许经营权；④2019 年 10 月 15 日终
止了与彭中杰（公司名称：鄢陵县双赢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经营的鄢陵县豫中国际商贸城 9
号楼的“志邦厨柜”店特许经营权；⑤2019 年
10 月 15 日终止了与杨艳玲（经营名称：渑池县
新华路我爱我家建材城）经营的渑池县新华路
“志邦厨柜”店特许经营权；⑥2019 年 9 月 8 日
终止了与苏东波（经营名称：灵宝市志邦厨柜
店）经营的灵宝市建设路建材商城“志邦厨柜”
店特许经营权。

上述六店面非志邦专卖店，请广大消费者
注意识别，以免产生误解和混淆。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1 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19年 11月 27日 10时起至2019年 11月 28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22号银江商务综合楼5
层501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136607）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19年 11月 27日 10时起至2019年 11月 28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22号银江商务综合楼5
层502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136611）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19年 11月 27日 10时起至2019年 11月 28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22号银江商务综合楼5
层507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136613）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19年 11月 27日 10时起至2019年 11月 28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22号银江商务综合楼5
层508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136610）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11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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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公司企业改扩建及产业升
级、房地产开发、在建工程、冶金化
工、装备制造、矿产资源、节能环保、
新能源、农林牧渔、酒店及旅游开发
等项目投资合作 。

高薪诚聘驻地商务代表。
电话：18073182077 唐经理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合作有风险，请谨慎选择）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人民
法院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开封市
汉兴路永合丽景花园 36号楼 1单元 1层 101号
房产公开拍卖。该房产建筑面积 167.06 平方
米，大数据询价为 1205340.00 元，一拍起拍价
降 30%，为 845000.00 元起拍，有意者可登录以
上网址参加竞买。特此公告。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鹿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鹿邑九场生猪养殖项目

环评公众参与公告
我公司环评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现公示如下信息：本项目征求意见
稿、公众意见表可在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网站（http://www.muyuanfoods.com/）
查看详细内容。

征求意见的范围：附近可能受到影
响的个人或团体。

为了让大家及时了解对周围环境及
生活可能产生影响，倾听你们意见，请
在本公告发布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与我
们联系。

建设单位：鹿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韩工：0377-60593095
邮箱：903017375@qq.com
环评单位：河南嘉和绿洲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王工：0371-55172798
邮箱：593747806@qq.com

鹿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2 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众朋友好：
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委托河

南源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地点：开封市杞县于镇后
城村。建设内容为新建年出栏 26.25
万育肥猪的猪舍以及附属、配套设
施，新建办公用房等。环评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可在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官网查看详细内容。

征求意见的范围：项目附近可能
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
单位等。

为了让大家及时了解对周围环
境及生活可能产生影响，倾听你们意
见，请在 10 个工作日内与我们联系。

建设单位：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聂工：15688173050
环评单位：河南源通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党工：0371-23862710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5515548198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二七区保全街16号院 6号楼东
2单元 7层西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二路
66号 9号楼 2单元 5层 10号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
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确认通知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

身为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统
称“公司”）现就公司股东持股及相关情况确认
事宜发布通知：

本公司目前的股东为马现通、吴福生、吴晓
霞、湖州万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泽
龙、葛元春、王现伟、郑州雨韵信息安全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郑州信安志合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
伙）、张奥、董建强、马贞亮、任耀才、石海荣、孟
建胜、锐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赵红军、李晓歌、
张蕾、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河南
杨金高科技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张志鸿、李
瑛、黄忆冰、张志军、河南兴豫生物医药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安方济、赵风海、武智恒、韩
俊霞、彭霁云、何骏、王亚杰、武保胜、郭丽、张
建、胡江平、刘熙胖、刘长河、张新昌、丁雪峰、雷
宇龙、廖正赟、李鑫、彭金辉、周金、卫志刚、李盈
青、苏庆会、孙晓鹏、王广华、刘鑫、宁波众汇泽
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史永斌、张伟、龚
绍东。除上述48名自然人股东、9名非自然人
股东及其各自的合伙人/股东之外，无其他主体
持有本公司股权及股权相关任何权益。

凡自 2004 年 5月 17 日至本通知发布之日

期间内，曾以任何形式持有公司股权及股权相
关权益的主体或任何主体对本公司股权权属
及相关事宜存在异议的（包括但不限于持有本
公司股权及相关权益而未在上述名单范围内
的等），请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7日每日（9:00-18:00）时间段内，前往郑州
市金水区杨金路 139 号智慧公园天利 H 栋办
理持股情况确认手续。

自然人由本人亲自携带持股证明原件及
股东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办理，法人由经办人携
带持股证明原件、公章、营业执照原件、经办人
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办理。

经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审核确认后，依
法持有公司股权的主体将被登记于本公司股
东名册。如相关主体逾期未申报持股情况或
逾期对本公司股权权属及相关事宜提出异议
的，且未被登记于本公司股东名册的，视为自
始放弃对本公司的股权及股权相关权益。如
有任何疑问，可与本公司人员联系解答，联系
人：石淑英，联系电话：0371-56991039，联系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 139号智慧公园天
利H（行政楼）。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2日

本次社区行可以称之为“乐器专
场”——架子鼓、古筝、色空鼓轮番
上阵。活动一开场，就是火力全开
的架子鼓表演，一名十岁左右的小
男孩身穿大红色卫衣，头部两侧短
发，头顶扎着小辫儿，别提多炫酷
了。“咚”的一声，他脚下的底鼓发
出有力的声响，吸引了在场所有人
的目光。只见他跟着伴奏，挥舞着
鼓槌，在大小各异、高低不同的鼓面
上来回飞舞，身体也随着节奏晃动
摇摆，节奏感十足，一看就是个“老
鼓手”了。他为观众们带来了两首

曲目，演奏得既投入又精彩，台下的
观众沉醉其中。

小男孩的爸爸告诉河南商报记者，
孩子今年九岁，学习架子鼓已经有三
年。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谱子就能演
奏下来：“让他学习架子鼓也是对他学
习的一种调剂，小孩在学校学习辛苦，
希望他能通过学习乐器，功课之余可
以放松身心。”小男孩也向记者表示，
自己很喜欢打架子鼓，希望可以一直
练下去。

伴随着《功夫少年》的音乐，一群
男孩子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武术表演，

红色的武术服映衬着少年们红通通
的脸，他们步伐整齐、眼神坚定、个个
儿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将中国武术
精神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当天的舞台表演阳刚气十足，
算起来最“柔美”的节目当数古筝表
演《草原儿女》了。小姑娘虽然学习
古筝只有三个月，可弹奏得十分流
畅。现场有人觉得小姑娘十分面
熟，原来，小姑娘是河南商报社区行
的“老朋友”了，在之前风和日丽家
园小区的活动中，小姑娘还唱过歌，
真是多才多艺。

河南商报讯（记者 郑超）昨日，河南
最高气温基本保持在 20℃上下，艳阳高
照，温暖不减。接下来，两股强冷空气即
将“发货”，大风天气来袭，最高气温将较
前期下降4℃~6℃。

据河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第一股
强冷空气预计从今天下午到14日影响我
省。今天，全省有小雨，下午到明天白
天，全省自西向东转西北风 5级左右，中
西部阵风7级。

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大跳水”，最
高、最低气温双双跌落。明天，我省最高气
温较前期下降4℃～6℃；14日早晨，我省西
部、北部最低气温为 1℃～3℃，其他地区
4℃～6℃，较前期下降5℃～8℃，北中部部
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局地寒潮天气。

第二股强冷空气已提前“预定”，将
在17日，也就是本周日“到货”。

具体来看，17日夜里到 18日白天，
全省偏北风4～5级，南部有小到中雨，局
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18 日到 19
日，全省最高气温将明显下降。

本周冷空气频发，大风降温天气明
显，提醒大家注意添衣，秋裤、棉袄、羽绒
服都可以安排上了。

此外，气象部门提醒，我省各地应做
好冬小麦的田间管理、设施农业的防风
加固及保暖工作，还要做好室外广告牌
等室外悬挂物的巡检和加固工作。

河南商报高档社区文化行走进风和日丽家园小区

一“鼓”作气 酷娃大显身手
与快递同时到来的
还有两股强冷空气

A11
2019年11月12日 星期二

统筹 沈威 见习编辑 张淼 见习美编 李晨晨 校对 王海玲
城市生活

立冬后，郑州的空气中裹
挟着越来越多的凉意，好像在
提醒着大家：冬天真的就要来
了。带着这股初冬的寒意，11
月9日，河南商报高档社区文
化行来到了郑州中原区风和
日丽家园小区，为居民们带来
一场劲爆的节目串烧。本次
活动感谢郑州康隆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河南商报见习记者 张逸菲

活动现场，小男孩的架子鼓表演十分精彩 河南商报见习记者 左冬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