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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刘鹤鸣正商智慧城购房发
票丢失，发票号码：00101756，
金额：230000 元，发票号码：
00101757，金 额 ：53760 元 ，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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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连与河南花园口家具
城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
（编号：3423790）丢失，声明作废。

◆焦军岗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412220170102，声明作废。

◆郑州市河南宴豫食品有限公
司 遗 失 发 动 机 号 为 7656003
4，车 架 号 为 LVBV3JBB7LY
009224 的 冷 藏 车 合 格 证 ，冷
藏车合格证编号：WAG101006
314618，声明丢失，原件作废。

◆河南牧经食品与饲料检测有
限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丢失，证书编号：1616
04091067，发证日期：2016 年
12月 6日，有效期至：2022年 12
月5日，声明作废。

◆河南省福乐康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福源大药房药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遗失，编号：豫
CB37138296（补），声明作废。

◆河南鼎正实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101000001
23178）、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10105395966298）、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3959
66298一 8）丢失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燃卡保健食品
馆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10103MA43E4GKX，
声明作废。

◆河南荣信志合法律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汤阴县翼君建材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523MA44
ULY3XJ）公章、财务章、经营者
私章（李杰）、印鉴卡（凭证号：
185000000678）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威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财务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万丰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证号：914101
85MA3X6WQQ06）、公章、财务
章、合同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易泊智能停车科技有限
公 司 公 章 因 保 管 不 慎 丢 失 ，
编 号 ： 4101040116260， 现
声明作废。

◆ 张 佳 ：412827198806081080，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70000002020009244，声明作废。
朱 秀 娥 ：412825198907293784，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70000002020010371，声明作废。
王 帅 ： 412827198702081297，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70000002020010187，声明作废。
冯 笑 笑 ：412827199207234027，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70000002019013807，声明作废。
杨 敏 ： 41150319900426106X，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50080020180802785，声明作废。

◆本人孙龙龙遗失郑州正商城
2013 年 6 月 30 日开具维修基
金收据号码：0121502，金额：￥
5699 元，办证费收据号码：022
3956，金额：￥60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 R410215433，姓名为
吕丞祥，出生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17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李松彩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
书（证号：020002410100800020
14006850）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焦作市博凯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2MA
3XBQ0M3R）决定减资，注册资
本由伍佰万圆减至壹佰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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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妍妍美容店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10105MA45B2442A）遗
失，声明作废。

◆编号：T410375306，姓名：丁籽
陌，出生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4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马凯龙（代码：92410181MA40T7
KQ1E）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陈艳青（注册号：41030560008
2021）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P410489652，姓名：白露
露，出生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Q411177657，姓名：李祥
萍，出生日期为2017年 3月 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洛阳车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代码：91410329MA9FE909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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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殷都区向丽汽车电汽
门 市（注 册 号 ：410505600191
490）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洛阳仁豪运输有限公司（代码：
91410306MA9F3UHL59）经股东
研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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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R410833443，姓名：崔珂
宁，出生日期为2017年 12月 19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U410630031，姓名：杨婧
汐，出生日期为2020年7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王丽平（注册号：41018160035
7971）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新郑市孟庄镇志斌红枣收购
部（注册号：410184600248561）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新郑市孟庄镇德强红枣收购
部（注册号：410184600246478）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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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
市场第九大街

重卡的销售在2020年最为迅猛。
2019 年，中国重卡销量为 117.4 万

辆。到了 2020年，增至 162.3万辆，同比
增长38%。

而在此之前的 2013年，中国重卡销
量是 77.41万辆，2013年至 2019年，努力
了6年，销量才涨了40万辆。

是什么让中国重卡在2020年实现了
大爆发？

首先，2021年 7月 1日，中国重型柴
油车将全面实施国六排放标准。这个政
策，加速了国三车淘汰进程。

其次，2020年是 2010年之后的新一
轮换车潮，当年的车辆现在已经到了换
车周期，这使得 2020年重卡销量创下历
史新高。

最后，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的货车
按轴收费政策，以及各地治超政策趋严，

都成了推动用户购买合规重卡和标载重
卡的动力。

另外，疫情期间全国免收过路费的规
定，促进了更多人购车并加入运输行业。

2020 年累计销售国六柴油重卡车
辆 大 约 9.08 万 辆 ，同 比 暴 增 近 8 倍
（795%）。

受上述因素影响，多家重卡企业调
整了今年的销售节奏。

徐涛称，今年计划销售1800辆陕汽重
卡，其中，上半年要完成1100辆的销量。

一汽解放在2021商务年会上分析认
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今年国内重卡销量
将下降到 140万辆，其中 7月 1日重型柴
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将成为需求变
化分界线，上半年销量将占到全年销量
的 60%以上，所以，企业要重点抓住上半
年排放标准切换前的市场机会。

这类汽车销量 连续10个月创新高
1月，中国重卡销量约为18.9万辆，同比增长超六成
业内认为，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将促使重卡在今年上半年迎来销量爆发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月中国
重卡销量约为18.9万辆，同比增长超
六成。这是中国重卡连续10个月创
下月度销量历史新高。

也许正是看中了重卡的前途不可
限量，近年来，河南的物流企业纷纷
涉足该领域，如豪翔物流、天河汇海、
双汇物流等。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吴军

关于今年的重
卡市场走向，业内人
士是怎样分析的？
扫码继续阅读吧

一汽解放河南商代处经理邢天伟
称，2020年，一汽解放在全国共卖出 39
万辆重卡，其中，河南占 3.1 万辆。今
年，一汽解放的目标是全国销售超过 40
万辆，河南要消化4万辆。

一年之计在于春，战役其实早在牛
年春节前已打响。

河南航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陕
汽重卡在河南的一级经销商，其大客户
部负责人徐涛称，2020年，公司共销售
了 1000辆车，今年的目标是 1800辆，而
1月份已售出105辆。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 1月我国重卡销量约为 18.9万
辆，同比增长超六成。

根据统计，1月份重卡销量创下历
史新高，这也是中国重卡连续10个月创
下月度销量历史新高。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重
型货车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
究报告》称，2021年我国经济运行情
况将持续向好，社会消费复苏、基建
投资回暖、重大项目开工等将为重卡
市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由于 2021年 7月 1日是重型柴
油车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的时间线，预
计上半年，重卡将迎来销量爆发。

2020年1月份，双汇物流进入了
汽车市场，凭借着其在上游汽车厂商
那儿的话语权，以及下游有众多承运
商的需求，销售不同物流公司需要的
货车、卡车等。当年底，双汇共卖出
400多辆货车，营收 7000多万元，占
双汇物流总营收的5%。

今年，双汇物流的目标是，继续
整合上下游的资源，靠卖车再营收 1
个亿，这个比重占双汇物流总营收
的 8%。

2019年5月份，由天河汇海物流
和豪翔物流投资的中原新能源车城
开门纳客。

2021 年 2 月 22 日，车城执行董
事长刘海江称，该车城已入驻 30多
家汽车品牌经销商，像一汽解放、陕
汽重卡、福田戴姆勒等经销商都在其
中经营得红红火火。

1月份重卡销量约18.9万辆
连续10个月创新高

7月1日柴油重卡实施国六标准，或引发上半年贴身肉搏

河南多家物流企业
先后涉足重卡市场

一汽解放今年上半年计划完成全年销售目标的60%以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