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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0年 9月 7日 10时起至2020年 9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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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21号 1单元16层 1603（不
动产权证号：1001046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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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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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7日 10时起至2020年 9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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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19号 2单元17层 1703（不
动产权证号：1001046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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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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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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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
长垣县孟岗镇孟岗社区恒福家苑 B 幢
1119 号（所有权证号：CY201505301）的
住宅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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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7 月 28 日

拍卖公告

经上级批准，依据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
司少新分公司施工计划，G55 二广高速济源东至洛界交接
（K1102+555-K1148+643），G3511 菏宝高速济源东至豫晋省界
段（K232+516-K292+287）段桥梁三类构件维修加固将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2020 年 8 月 31 日进行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安
全畅通，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宜
通告如下：

1.交通管制期间，将适时采取限速通行，变换车道、禁止
超车等管制措施。

2.通行车辆必须严格遵守交通管制，服从高速交警和路
政人员指挥。

3.过往司乘人员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过。
施工期间给你带来不便请谅解，并慎重选择最佳行驶路

线，请过往车辆和人员周知，并互相转告。
特此通知！
济源市、洛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大队、济邵管理

中心路政大队
日期：2020 年 7 月 30 日

G55二广高速济源东至洛界高速交接、G3511菏宝高速济源东至豫晋省界段
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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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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版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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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庆杰遗失河南和谐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款收据1份，
地 址 ：金 沙 湖 高 尔 夫 官 邸 ，
房号：西区 12 号楼 703，金额：
298000元整，声明作废。

◆现有名门翠园客户高倩倩，收
据 金 额 ：10000 元 ，编 号 ：CY
20191220100 遗失，特此声明。

◆张启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 副 本（410113000114）声 明
丢失，特此通告。

◆张骏航，男，2014年 3月 31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
10938316）丢失，现声明作废。

◆个体物流部营业执照，代码：92
410122MA45DTFN2U，声明作废。

◆郑州新思想食品有限公司
公 章 不 慎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编号：O411102406，姓名：魏凡
迪，出生日期：2014年05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建海电动车维修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105601051037，声明作废。 ◆编号为 Q410410408，姓名：

张凯淇，出生日期为 2016 年
04 月 08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鼎盛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将财务章丢失，代码：914101
05712674791L，声明作废。

◆徐晓勤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410103600550102，
声明作废。

公告
我司嗨小峰与中介王永签

订建业五栋大楼 B 座 805、806
租赁合同且已支付一年房租，
现寻中介未果，特发公告寻产
权所有人。请权利人尽快与
我 司 联 系 并 签 订 租 赁 合 同 。
联 系 电 话 ：18625782371。

解约公告
致：孙小勤

由于您未能按照同我司签
订的《房屋认购合同》（编号：
DHC3-6-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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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创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30日

◆郑州睿帆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2019年5月9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2MA46QAEX88，声明作废。

◆孙慧芳遗失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9日住院发票，住院号：36945
07，共 27522.09 元，特此声明。

◆石朝阳遗失新乡医学院三全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
证 ，证 书 编 号 ：135051201305
082718，声明作废。

◆祁欣语，女，2009年 4月 11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10945581）丢失，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河南景达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
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MA44DTJ41U），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
起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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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豫荣货运有限公司豫A3
239D 营 运 证（证 号 ：410102
014030）遗失，声明作废。

◆黄世友（注册号：4115236200
59225）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卢氏县百惠好一生大药房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编号：J410072541，姓名：马寒
雪，出生日期为2009年 10月 1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马方方（注册号：4110826009
45523）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石永超（注册号：4102936050
27678）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众安鑫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代码：91410106MA
44QJNF0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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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桐泽科技有限公司（代
码：91410106MA46EM2G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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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河南钰亿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4101810042656），
声明作废。

◆编号：O410137266，姓名：杨嘉
翔，出生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O410960466，姓名：王悦，
出生日期为2014年 7月 1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刘静（代码：92410200MA446
6795A）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滑县枣村乡宋林村卫生室遗
失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枣
村信用社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64000516001，账号：0000
0295929281943012，声明作废。

◆林州市黄华镇付水洼村牛油
小串店（代码：92410581MA472N
CM0R）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河南慧普茶业有限公司在郑
州银行荥阳支行预留的财务
章（小码：4101830034700）丢失，
声明作废。

◆井店镇南街基督教堂开户许
可证遗失，账号：000001342316
71956012，核准号：J496500028
6601，开户行：内黄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井店信用社，声明作废。

◆本人王俏于2019年11月28日
向郑州鸿街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交纳招商诚意金 5000 元，收
据号为 DHXJSK2019112169 的
收 据 丢 失 ，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郑州市奥运之星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
证书正、副本不慎遗失，代码：
73909361-2，声明作废。

8月 1日，2020年河南商报高档社区
文化行将正式启动。第一站活动将走进
郑州高新区谦祥万和城小区。

记者了解到，今年首场高档社区文化
行，节目安排多姿多彩。既有民族舞、拉
丁舞、街舞等动感十足的表演，又有架子
鼓、吉他、古筝等曲调悠扬的乐器演奏。

按照惯例，河南商报高档社区文化行
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节目精彩，另一个是
福利多多。今年自然要遵循这个惯例。

河南商报记者打探得知，郑州高新万
达广场工作人员特意准备了 2000份大礼
包，将在 8月 1日活动现场派送，市民可免
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礼包内
容包括奖券、礼品券、折扣券等。市民可
在郑州高新万达广场开业时，凭券领取精
美礼品并体验巨幅优惠。还有个小秘密
要告诉大家，万达影城高新万达广场店工
作人员也将前往活动现场送福利，喜欢看
电影的小伙伴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期待!商报社区行2020再出发
首站将走进谦祥万和城小区，除了精彩的节目，郑州高新万达广场还为您准备了大礼包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不
知不觉中，河南商报高档社区
文化行已与郑州市民阔别大
半年。

为更好地丰富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河南商报高档社区
文化行将从 8月 1日起重新
起程。今年，河南商报联合即
将开业的郑州高新万达广场，
将为市民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以及更诱人的福利。

河南商报记者 韩忠林
实习生 孙司颖 孙晨莹

今年的高档社区文化行活动，河
南商报得到了小伙伴郑州高新万达广
场的鼎力支持。

据了解，即将于 2020年 9月 30日
开业的郑州高新万达广场，是郑州第
四座万达广场，是一座商业地标，位于
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与西三环交叉口
附近，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引入诸多
快时尚、潮牌、网红餐饮、儿童乐园、旗
舰超市等。

郑州高新万达广场采用轻奢设计
理念，和特色主题街区相呼应，呈现高
颜值的购物空间，以满足高新区人民
购物的舒适感和逛逛逛的悠闲。

一直以来，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大学生和高净值人群集聚、静
谧宜居的特性，区域内自成体系，核心
商圈待腾飞。万达入驻，将激发高新
区商业活力。目前，永辉超市、优衣
库、UR、斯凯奇、菲动武道体能、以纯、
苏宁易购、孩子王、万达影城、海底捞
等各大品牌已经全面进场装修，郑州
高新万达广场 9月 30日盛大开业，期
待与你一起狂欢。

细细数来，河南商报高档社区文化行
已陪伴郑州市民走过 10个年头。今年，
虽然来得有些晚，可精彩程度是史无前例
的。

从 8月 1日至 9月 13日，河南商报将
联合郑州高新万达广场，共同举办14场高
端社区文化行活动。而且每场活动，节目
都会在20个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节目外，入
驻郑州高新万达广场的孩子王，还将带来
充气城堡等娱乐设施，现场效果会更上一
层楼。

今年的社区行活动，将进行现场直
播，舞台上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将通过

直播平台，传递到千家万户。
今年的社区行活动，还将采用才艺

大赛的方式进行。在活动现场，河南商
报会为每个节目录制视频，并且上传到
网络平台，现场开启投票，看看哪个节目
更受业主欢迎。

投票时间从活动当天持续到下个周
五，得票最多的三个节目，会获得丰厚奖
励。

此外，今年的社区行活动，将通过河
南商报旗下报纸、App、微信公众号矩阵、
第三方资讯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渠道
进行宣传推广，让更多市民能够感受到现
场的快乐氛围。

8月1日，首站将走进谦祥万和城小区

走过10个年头，商报社区行重磅升级

郑州高新万达广场
鼎力支持社区行活动

扫描二维码，届时可
观看现场直播

城市生活

消息

变化

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