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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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常年法律顾问：杨律师 173 6599 5555（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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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三环未来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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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 A05 版面
刊登郑州元方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因抬头编辑错误（抬
头为注销公告），故 2 月 22 日
郑州元方科技有限公司注销
公告声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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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版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周口好时美刻酒店有限公
司（编码：4116060002541）周口
好时美刻酒店有限公司关帝上
城分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实
验幼儿园法人章（赵博南）丢失，
声明作废。

◆本人李志园，身份证号：4103
81198701132514，2019 年 8 月
30 日与河南绿地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绿地嵩
山小镇景区商铺租赁合同-1
期示范段 1 号商铺风雅陶笛
品牌》。现遗失合同和租赁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1804646 ，
金额：7281 元，现登报公示，
特此证明。

法人变更公示
郑州市金水区正弘国际小学现
声明法人变更，法人由徐俊芃

变更为李新勇，变更前无债务
债权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
由李新勇负责。联系人：李慧
莹，联系电话：18538574413。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郑州
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社
区服务中心、郑州市金水区兴
达路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事务
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2月9日
起，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郭芳 01238260 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融成脚手架有限公司（代
码：91410726MA46DJ4M8K）营
业执照2个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皇苑商贸有限公司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丢 失（代
码：341769221），声明作废。

◆编号：P410085679，新生儿姓名：
季嘉城，出生日期：2015 年 4月
24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何姝凝自2020年11月遗失身
份证，身份证号码：4104021996
0701556X，特此声明。

◆王瑞阳，男，2016 年 6 月 9
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10
035215）丢 失 ，现 声 明 作 废 。

◆焦作市天元汽车运输有限
公 司 豫 H4L73 挂 ，行 车 证 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法瑞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J410857524，姓名：罗浩
文，出生日期为2009年7月2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M411339306，姓名：邵诗
瑶，出生日期为2011年1月3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光山县兴康净水设备有限
公司（代码：91411522MA45PK
XT7X）经股东研究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260 万元整减
资至 100 万元整，请债权人于
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司
清理债权 ，特此公告。

◆漯河市召陵区阿伟小吃店
（代码：92411104MA47YFDL1Y）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夹津口好梦山庄饭
店（代码：92410181MA441R63
XG）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朱永超（代码：92411723MA47
53217N）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王利娟（代码：92411426MA40UT
D50X）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金桥货物配送
部（注册号：410505600180012）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I410762841，姓名：尹浩
泽，出生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11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R410835669，姓名：李
念，出生日期为2018年 2月 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兆之鑫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4101810068769，声明作废。

◆编号：R410839677，姓名：孙
子妍，出生日期为2018年5月29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濮阳市七天不动产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
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编号：I411796385，姓名：屈
子奇，出生日期为2009年1月3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陈靖禾，男，2014年2月3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10
912244）丢 失 ，现 声 明 作 废 。

◆君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豫 A219H 挂 410113006374
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刘治军房屋租
赁部营业执照丢失，注册号：92
410102MA410JXH6T，声明作废。

◆河南小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人章（马涛）丢失，声明作废。

◆广东坚朗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不慎将合同编号：B202028104、
B202028105、 B202028106 丢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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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河南商报讯（记者 崔文 郭丁然）2月
22日是2021年河南省考报名首日，“考碗
族”热情依然不减。根据河南华图公考研
究中心统计数据，截至当天下午5点，报
名人数已达54764人。报名截止日前是
集中报名时间，预计报名人数还会持续增
加。

据了解，2020年省考报名首日截至
下午 5点的数据是 61723人。今年省考
报名并没有因为招录人数缩减而变得
平淡，考生们的报考意愿依然强烈，竞
争压力同样居高不下。

截至下午 5点，从各地报名数据来
看，郑州市招录岗位报名人数最多，报

名 8616人，其次是省直岗位，济源招录
岗位的报名人数最少（与职位数与招录
人数有关）。从竞争比来看，郑州市竞
争比已达 10∶1。目前竞争比最高的岗
位是义马市人民法院，招录1人，已经有
156人报名，竞争比已达156∶1。

报名人数最多的前十岗位，大部分
为省直和郑州市的岗位，如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郑州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郑
州市发改委、郑州市财政局等。

业内人士提醒，接下来几天，考生
们一定要盯紧岗位报名情况，冷静选
岗，避免选到超级热门岗位，切勿扎堆
成为“炮灰”。

另外，为方便河南本省考生报名，
除了河南人事考试网外，今年公务员考
试增加了“豫事办”报名渠道。用户通
过手机端“豫事办”小程序或App即可
轻松完成报名。

“无以回报，只有作品。”2021河南
元宵晚会总导演路红莉说。

2021 河南元宵节特别节目“河南
博物院元宵奇妙夜”将继续主打优秀
传统文化牌，以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
为吸睛点，以穿越时空、次元交汇为时
间轴，将河南历史文化中最耀眼的元
素与精彩的歌舞、戏曲、武术等艺术表
演结合起来，用“传统文化+现代科技”
的手法，为新媒体时代的观众继续带
来文化盛宴。

据了解，这次的特别节目分别在河
南博物院、开封清明上河园、登封观星
台等六地录制。在博物院内实景录制

综艺晚会在国内尚属首次。
“唐宫小姐姐”此次将带来《宫灯

舞》。
据了解，《宫灯舞》是《唐宫夜宴》的

出品方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的优秀舞
蹈。郑州歌舞剧院以《洛神赋》《七步
诗》和中原传说为依托，用创新的艺术
表达创作了舞剧《水月洛神》，而《宫灯
舞》是舞剧《水月洛神》中的精华片段。

河南是武术大省，本次元宵节特别
节目将在我国最古老的观星台——登
封观星台掀起一场传统武术与现代搏
击的对决。400名左右的武术演员组成
的队伍将在观星台下表演传统武术。

河南商报讯（记者 崔文）郑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介绍
中心联合 52 就业网，将举办“2021
郑州春季人才招聘大会”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主办方将在经开区郑
州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3场大型综合
招聘会。

此次招聘活动共拟邀请 500
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岗位 3.6 万
多个。涉及土木工程、IT 技术、房
产建筑、生物医药、教育培训、机
械制造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
已有数百家知名企业、国企、央企
报名参会。

主办方提醒大家，因为疫情防
控需要，本次招聘会实行实名入场，
参会人员需携带身份证、佩戴口罩、
扫描健康码测体温进场。

需要提前了解参会企业信息及
岗位信息的求职者可关注“52就业
网”公众号，相关信息将提前一天进
行发布。

招聘会举办时间及场地：
2021 年 2 月 26 日（正月十五上

午），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
2021年3月5日（周五上午），郑

州人力资源市场；
2021 年 3 月 12 日（周五上午），

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咨 询 电 话 ：0371-56666878

85518661

2021年河南省考报名昨日开启，截至当天下午5点，报名人数已超5万

156人争1“碗”啥职位这么香？

唐宫小姐姐再亮相 元宵节开启博物院奇妙夜
唐宫小姐姐跳洛神舞、观星台下进行武术表演……河南文化元素能否再度引爆网络

火遍网络的“唐宫小姐姐”，
要再次亮相了。

2月22日，河南商报记者从
河南广播电视台举办的发布会上
了解到，2021 元宵节特别节目
“河南博物院元宵奇妙夜”将于2
月25日（农历正月十四）与观众
一起延续文化盛宴。

这一次，“唐宫小姐姐”将走
进河南博物院，带来一场贯穿古
今的奇妙之旅。

河南商报记者 崔文

“2021郑州春季人才招聘大会”
系列活动2月26日开始

3.6万多个岗位
等你来选

如何在手机上
通过“豫事办”进行
公务员考试报名，
扫码查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