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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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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信息在今日
的A05版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生活服务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火车站、红专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河南同创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01000123411）、
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15515548198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财务专用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新乡市奔腾运输有限公司豫
GE2028 营 运 证（新 字 号 41
0727008903）遗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奔腾运输有限公司豫
GS890 挂 营 运 证（新 字 号 41
0727008904）遗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奔腾运输有限公司豫
GS818 挂 营 运 证（新 字 号 41
0727008899）遗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奔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GD7903 营运证（新字号
410727008900）遗失，声明作废。

◆宝丰县龙祥养殖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陈凯歌）
遗失，声明作废。

◆胡志壕（身份证号：41018219
9411092518）丢 失 新 密 市 帝
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首付
款发票，发票代码：41001723
50，发 票 号 码 ：00125610，金
额：237844 元，开票日期：201
8年9月25日，声明作废。

◆公告：新乡市蓝海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2016年4月25日双方签
订加工承揽合同，经多次通知
你公司付款提货均拒绝答复。
特通知，你公司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欠款235万
元并将设备拉走，逾期，合同解
除，我公司将处理留置设备，
以免造成更大损失并保留追
究你公司违约责任。

新乡市胜利冶金石化装备
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信阳市羊山新区小卤蛋熟食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500
MA472JFC7C，现声明作废。

◆张珍珍遗失金科城二期的购
房发票，号码：00098718，金额：
682286元，声明作废。

◆编号：Q411565570，姓名：靳双
瑜，出生日期2017年8月11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2016 年毕业生娄伟，遗失
本科毕业证，编号：11071120
1605000817，声明作废。

◆河南复兴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旧法人印章一枚（法
人：刘志攀），声明作废。

◆河南瑞诚路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陈素绢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编号：豫水安B（2017）0
1236）不 慎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本人李勉（身份证号：411325
198209139466）遗失河南豫棉
联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具
收据（收据号：5021977，金额：30
9159 元），声明作废。由此引
发的责任与贵公司无关。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
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本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定于2020年 7
月 16 日上午 9：30 在郑州恒科
实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
大会及董事会，讨论如下议题：

1.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2.
选举公司董事及监事3.选举董事
长4.修订公司章程。请相关人员
按时参会，会议涉及议题的具
体内容及参会注意事项请联
系公司办公室：0371-86540989。
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月 1日

◆段丽明将新密银基房地产有
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6 日开具的
收 据（编 号 ：XMYJ03155，金
额为 7379 元，房号：四期林里
居 38-2-502）丢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汇康农业示范园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
证正本丢失，注册号税号分别
为 410183600029521、 41010
565081527101，声 明 作 废 。

◆河南风尚实业有限公司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副本丢失，
编 号 ：410183201709182801。

寻尸启事
2020年 06月29日06时许，

焦桐高速公路南幅 70 公里 +
500 米处（北庄隧道内）发现一
女子尸体。死者短发，体型较
瘦，身高约 1.6 米，50 岁左右，
身穿白色条纹上衣，黑色裤子，
黑色运动鞋（白色鞋底）。如有
知情者请速与郑少高速大队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15903710110

注销公告
博爱县隆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决 定 注 销 ，请 有 关 债 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天内到公司清理债权、债务。

◆丁红梅郑房权证字第 150107
8492-1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屋坐落于二七区航海中路
71号院5号楼29号，特此声明。如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毛铭轩，男，2016年11月19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
10037539）丢失，现声明作废。

◆陈宇轩，男，2013年11月03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4
10291253）丢失，现声明作废。

◆王建民与女儿王梦蝶多年失
去联系未曾来往，特此声明。

◆郭本双与女儿金千代多年失
去联系未曾来往，特此声明。

◆许昌县艳培干洗店（注册号：
411023620192406）营 业 执 照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信宇农林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0182NA00044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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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526531640。

◆豆四林（注册号：4101816000
76135）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张爱珍（代码：92410303MA46BD
N446）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辉县市三河卧龍山莊（注册
号 ：410782619174734）营 业 执
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畅联手机连锁（注册号：4113
02618181313）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高素芳营业执照（注册号：4110
81603000082）正副本丢失作废。

◆渑池县会盟路大地广告门市
（注册号：411221610043449）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驿城区曹丽服装店
（代码：92411702MA40TM6N9E）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综慧（代码：92410181MA41B
DW12N）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Q412130537，姓名：戚峻
祎，出生日期为2017年4月22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丝缘美发工作
室（注册号：410303690158946）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八方运输有限公司（代
码 ：91410581MA464Y3034）经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开封市祥符区城关镇嘉美手
机店（代码：92410212MA432HY
E5C）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旭日珠宝行（注
册 号 ：410105600952404）营 业
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江河基建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5664500003）财务章、开户许可
证（开户行：工商银行财富广
场支行，核准号：J491002037
400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商丘商会（代码：5141
1700MJY322596J）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宇诱西点工坊
（注册号：410105601430745）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宇雷扁食坊（代
码 ：92410105MA44L6WJ8K）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远清蛋糕坊（代
码 ：92410105MA46K66H2G）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中心支公司遗失有价单
证 1 份，单证名称：借贷安心
保险单（UN071），单证号码：
07100008574999，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蓝宇优智幼儿
园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
0025553801，开 户 行 ：郑 州 银
行政通路支行，账号：9200188
0130001606）不 慎 丢 失 ，声
明作废。

据了解，《大美河南》创作组
委会经过精心研究、大手笔规
划，从 100个代表河南的文化主
题中，选出 36个主题入册，分为

“上、中、下”三集，从 2020年开
始，历时三年，每年创作一集，每
集 12个主题，每集限量 30册真
迹分册向市场公开发行。

目前，《大美河南》名家书
画真迹册页上集作品已正式启
动预订，仅限量创作 30册，每一
册均具有原创性，独一无二，市
值近 40 万元，现一册售价 19.8
万元。值得关注的是，7月 3日
16时，《大美河南》名家书画真
迹册页发布会将在郑州美盛喜
来登酒店三楼举行，当天现场
交 1万元订金可抵 5万元，合计
最低售价每册 15.8 万元，优惠
价仅限当天。

可以说，《大美河南》有心中
的河南，有梦中的河南，有历史
中的河南，也有腾飞中的河南。
传承文化，留住乡愁，共鉴大美，
共赏河南。

《大美河南》名家书画真迹册页发布会将于本周五开启

品味厚重河南 来这儿准没错

不鉴大美，从未河南。盘古开
辟、伏羲画卦、大禹治水、焦公治沙、
禅宗少林、中华太极……在河南这片
厚重的土地上，有讲不完的故事、寻
不尽的宝藏。

有一幅长卷，将古往今来“最河
南”的元素囊括其中，用“诗、书、画、
印、拓”五种艺术语言，多维度展示中
原的璀璨文化，它就是《大美河南》。

7月3日，国家大型历史文化经
典传承工程——《大美河南》名家书
画真迹册页发布会即将开启，河南商
报邀您一起品味《大美河南》，传承河
南大美。

万人评选36个河南主题，近百位主流名家倾力创作

打开《大美河南》名家书画真迹册
页，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抹“中国红”，封面
上“大美河南”四个字是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名誉主席、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张
海题写的。徐徐展开长卷，华夏始祖、黄
河乡恋等主题显露，曾经耳熟能详的河
南故事，如今其精髓一览无余。

每个主题下，都涵盖了“诗、书、
画、印、拓”五种艺术方式，翻开册页欣
赏时，构成每个主题的五大艺术元素
在方寸间交相辉映，争奇斗艳，令人不
禁拍案叫绝。“最文化、最艺术、最厚

重、最河南”是《大美河南》名家书画真
迹册页的创作初心，也是贯穿创作始
末的指导原则。

《大美河南》联合出品人徐磊说：
“我们坚持‘大河南、大文化、大创作、
大收藏’的创作理念，来创作一部‘代
表河南、带领河南、收藏河南、传承河
南’的文化经典。”为此，《大美河南》组
委会通过万人评选出 36个主题，同时
盛邀近百位主流名家参与创作。河南
省书协主席团、美协主席团、西泠印社
主席团成员纷纷上阵，阵容豪华。

一次性集齐五绝技艺，“飞入寻常百姓家”

河南在历史上，可谓是英贤风云
际会、俊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中原
文化，引领风骚数千年。但是，立足当
下，河南人该怎么把厚重文化传承下
去，唤醒中原儿女的文化自豪感？在
此背景下，一部由河南商报社策划出
品的《大美河南》名家书画真迹册页，
应运而生。

了解到《大美河南》的创意后，中
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
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马国

强，欣然为之创作《人民公仆》主题国
画，他希望中原文化能借助“诗、书、
画、印、拓”这五种艺术语言，插上市场
经济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美河南》名家书画真迹册页，
以全新的方式表达了河南文化之美及
河南文化内涵，把诗词的意境、书法的
唯美、国画的恢宏、印章的精妙、拓片
的厚重以无与伦比的组合方式呈现，
一次性集齐中国文化的五绝技艺，这
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创新。

本周五举行发布会
现场预订将享优惠

欢迎扫码咨
询《大美河南》小
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