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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斤胡萝卜难卖
愁坏了农户

入冬以来，每天晚上 11点左右，51
岁的河田村村民李磊（化名）就要从家里
出发，拉着一车的胡萝卜，去万邦国际农
产品物流城占位置。在车上一直等到凌
晨 3点左右，才零零星星地有买家过来，
守了4个小时的生意，总算开了张。

“有面包车的还能在车上睡会儿，
没有的，只能开着农用车，带着被子，铺
块塑料布躺在车下面。住旅社一夜得
四五十元钱，不划算。”李磊说，今年的
胡萝卜便宜，一车拉 2000斤，生意好了
能卖 500多元，不好的话，也就 300多元
或者 400多元。“今年天气冷得晚，胡萝
卜不好卖，去年一两户就能把一车胡萝
卜买下来，还有一户要两车的，今年生
意不中。”

河田村党支部书记翟书明向河南商
报记者介绍，河田村种胡萝卜已有 20多
年的历史了，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有
三四亩。去年春节前，胡萝卜早早就卖
光了，可今年，眼看就要过年了，却还有
数十万斤的胡萝卜没卖出去。“整个冬
天，天气都比较暖和，市场上的其他蔬菜
也比较充足。”翟书明说，如今没有了企
业大批量订购，村里的胡萝卜只能靠农
户带去市场上零售。

为农户排忧
锦荣悦汇城订购“爱心胡萝卜”

“我们听说锦荣悦汇城 11 日要搞
一个公益活动，就联系了他们，看能
不能帮贫困户销售一些胡萝卜。”翟
书明说。

河南商报记者从锦荣悦汇城那里得
知，自从听说中牟县刁家乡河田村的胡
萝卜滞销后，锦荣悦汇城立刻伸出援助
之手，准备采购 2.4万斤胡萝卜，向社会
免费发放。

锦荣悦汇城自 2017年开业以来，立
足港区、回报港区，2018年年底，锦荣悦
汇城购买了 20万斤蔬菜免费发放；2019
年，锦荣悦汇城爱心助学，前往周口市太
康县板桥镇西张小学，为 40多名乡村小
学生发放爱心学习物资。

2.4万斤胡萝卜免费等你领

发放时间：本周六（1月11日）开始，
每天上午10：00~12：00

发放地点：锦荣悦汇城西广场——埃
菲尔铁塔景点旁（航空港区雍州路与兴隆
路交叉口，恩平湖B站出口）

领取方式：面向社会免费发放，每人
每天可领取5斤，每天限量500人，2.4万
斤胡萝卜发完为止。

为农户排忧 订购2.4万斤胡萝卜
本周六起 锦荣悦汇城等你免费领

中牟县刁家乡河田村，素有“胡
萝卜之村”的美誉，凭借着大自然馈
赠的沙质土壤，河田村的胡萝卜，一
种就是20多年。但今年，因为天气
冷得晚，销量变小，村里剩下的七八
十亩胡萝卜，让村民犯了愁。

得知情况后，锦荣悦汇城立即
伸出援手，要购买一批胡萝卜，帮农
户排忧解难。

据了解，锦荣悦汇城计划从河
田村购买2.4万斤胡萝卜，并且，从
本周六（1月11日）开始，在锦荣悦
汇城西广场向社会免费发放，直到
发完为止。

受访者/供图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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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金水区未来路 73 号 2 号楼东 1单元 5层
03（合同号：0444667）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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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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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12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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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 116 号中方园小区
东区 25号楼东 5单元 2层西户成套住宅及住宅
地下室（不动产权证号：1001138478）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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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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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0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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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市管城回族区华盛街65号1单元11层1110号
（不动产权证号：1601132783）房产一套进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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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7日

拍卖公告

致：靳好林
由于您未能按照同我司签订的晟禧园项

目高层 5-1-1602 的《房屋认购合同》（协议编
号：SXY-5-1-1602-1）约定按时交纳房款，故
我司按前述合同的约定与您解除《房屋认购
合同》（协议编号：SXY-5-1-1602-1），我司如
与您签订了《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将
依约一并解除。请您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
日内到我司办理相关退房手续。

河南融创晟元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9日

解约公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5515548198
55001366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声 明 公 告

养老到瑞阳
快乐更健康

0371-86687949
http：//www.yanglaoyiyuan.com
须水总院/华山路站/西站路站/冉屯路站/
永庆路站/电厂路站/中原路站/瑞达路站

迎春节特惠
全城20店同庆

养 老 院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
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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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介 服 务

◆女55无孩超市找帮忙17596510795

◆神州优车（厦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遗失车辆
合 格 证（合 格 证 号 ：YP4690
119047399，发 动 机 号 ：K056
392 ，车 架 号 ：LXVJ2GE
C8KA049272），声 明 作 废 。

◆河南合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超春豫水安B（2018）00127和张
海侠豫水安A（2018）00026，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阜阳市聚贤汽车运输公司郑
州分公司豫 AB571 挂营运证
丢失，声明作废。

◆孙治霞购买河南正商中原置
业有限公司金域世家小区，中
原区西站路北化肥东路东16号
楼 2 单元 606 室的维修基金发
票丢失，编号：1046943、10469
42，金额：60元、5823元，声明作废。

◆王帅营业执照（注册号：411282
618138424）正副本丢失作废。

◆由河南兴业物联网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开具的1-104 孙伟（票
号：0012157）装修保证金 5000
元收据丢失，特此声明。

◆西藏锦辉置业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91540421MA6TEGBX4
U）遗失机动车发票第四联（注
册登记联），厂牌型号凯迪拉克
牌：CADILLACSGM6511NBA1，发
票代码：141001920076，发票号码：
03289927，金额：399700.00 元，
发动机号：192060278，车架码：L
SGNL83L2LA018696，特此声明。

◆李真真不慎遗失焦作职工医
学院毕业证书，编号：5140852
01106011026，声明作废。

◆吴秋利遗失郑州仲景国医成
人中等专业学校中专毕业证
书，编号：010013753，声明作废。

◆登封市卫生防疫站遗失 4101
03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批 次 ＯＡ [2015]，票 号 ：03941
28、0394129、0394130、03996
86，批次ＯＡ[2014]，票号：50167
62，共计5份，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郭佳辉服装店
（代码：92410303MA403P1F8H）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解约公告
致：王媛媛

由于您未能按照同我司签订
的《房屋认购合同》编号：DF-6-2
-1201）约定按时交纳房款并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故我司按
前述合同的约定与您解除《房
屋认购合同》，我司如与您签订
了《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协
议》将依约一并解除。

河南楷迅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月 9日

◆郑州市二七区青之山建材店
兴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社会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2410103MA47
2A084A），特此声明。

◆郑州龙源典当有限公司刘郑
涛 法 人 章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芳鑫美
容店营业执照（代码：92411000
MA45Q86Y95）正副本遗失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书丽废品收购
部营业执照（代码：92411023MA
460DX219）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恒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信用代码：91410105
556943880R）正副本遗失作废。

◆河南央港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丢失作废。

◆本人卢青龙、王艳辉不慎遗失
河南正商经开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1 日开具定金收
据（号码：3032118，金额：50000
元），特此声明丢失。

解约公告
致：马寒冰

您与我司签订合同（编号：DK1-
B590）的《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
让合同》购买融创城开珑城1号
院项目 B590 号车位使用权，因
您未按时支付合同价款，我司
依约解除该合同并扣除相应违
约金、定金，并公告告知您解除
事实。请您于登报之日起尽快
携带身份证原件、车位收据原
件、本人名下银行卡、《地下停车
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如有）到
融创珑府售楼部办理退款事宜。

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邹军亮（注册号：411628611049
565）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黄泽华（注册号：411523620081
571）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P410652586，姓名：李诗
萁，出生日期为2015年3月12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陈晗晗（代码：92410728MA468X
GD1C）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开封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200
00739001，账号：170302040904
900822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开封金明池支行，声明作废。◆马志方（注册号：410728619044

128）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郑州健坤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营业执照注销登
记，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郑文峰
15515598807，特此公告。

◆新蔡县鹏博水产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代码：93411729MA40
GXT816）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鼓楼区双捷宾馆（注册号：
410204606174799）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德盛服饰有限公司（编
号 ：4116250023979）公 章 丢
失，声明作废。

◆舞阳县鑫华中等专业学校
（税 号 ：411121798240627）发
票专用章遗失，编号：4111210
018132，声明作废。

马上快过年了，滞销的胡萝卜让农户犯了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