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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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版

◆本人张忠，不慎遗失郑州港
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开具的收据叁张，
票据号分别为0242669、0242670、
0242671，金额为 624660 元、51
81元、80元，以上票据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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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宝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章（法人：杨淋淇）丢失作废。

◆编号为 O411827454，姓名：
陈诗文，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27 日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失作废。

◆王俊岚女士身份证号为 41
1081199110098384 在 红 星 地
产在龙湖镇开发的房子红星
天悦小区交的维修基金 6899
元，收据编号 0000558 和车位
费 用 20000 元 ，编 号 为 ZZHX
TY0001953 收 据 条 已 丢 失 。

◆郑州市金水区大黄小吃店
（92410105MA9GE1MY5A） 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千万物流有限公司不
慎将车牌号为豫 A1709D 的营
运 证 遗 失 ，营 运 证 号 码 ：
410105015924，声 明 作 废 。

交房公告
尊敬的康桥悦城五号院业主：

承蒙阁下一贯以来对郑州
博颂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支
持和信赖，康桥悦城五号院 1#
楼 、2# 楼 已 达 到 交 付 条 件 ，
将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二号
楼）、2021 年 7 月 29 日（一
号 楼）集 中 办 理 交 付 手 续 ，
请符合交房条件的业主随身
携带房屋买卖合同及各种款
项收据等资料到康桥悦城五
号院办理入住手续。特此公
告 ，恭 候 亲 临 ！ 详 情 咨 询 ：
0371-55131293。
郑州博颂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26 日

◆姓名：王现伟，男，身份证号
码 ：41022219790715257X。 本
人不慎将持有的股权出质设
立登记通知书【编号：（豫）股
质登记设字（2017）第 28 号】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名称：河南省八达威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58972297XW。本
司不慎将持有的股权出质设
立登记通知书【编号：（豫）股
质登记设字（2018）第 221 号】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R410898698，姓名：石艺
彤，出生日期为2018年5月24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P410561366，姓名：郝钰
萱，出生日期为2015年 3月 9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沃金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石彩云（代码：92411723MA46G
1LDXH）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陈改军（代码：92411381MA428
NE28X）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张涛（代码：92411723MA464
GGN59）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柘城县大杨集体经济农民专
业合作社（代码：93411424MA
45CBB47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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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I411463194，姓名：胡默
晗，出生日期为2008年 10月 2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新乡市图腾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代 码 ：9141072533718611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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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众国工程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 410700
0283065，声明作废。

◆巩义市米河三江耐火材料厂
遗失公章 4101810053426、财务
专用章 4101810053427、发票专
用章4101810053428，声明作废。

◆巩义市三江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 4101813305181、财
务专用章 4101813305182、发票
专用章 4101813305183、合同专
用章4101813305184，声明作废。

◆巩义永丰耐材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4101810075138，声明作废。

◆修武县新磊胡辣汤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
24108210003163），声明作废。

◆编号：R410221993，姓名：袁
浩森，出生日期为2017年7月2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P410652043，姓名：张婉
晴，出生日期为2015年 2月 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厚弘建材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已填开的河南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码：4100201130，发
票号码：02409625，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公告
2020年1月1日，我公司与北京国合双创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合公司”）的股东北京辉越
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越公司”，持股比例
100%）签订了两份《公司托管协议书》。合同签订
后，因辉越公司违约，双方无法继续合作。现在，我
公司已与辉越公司解除了上述两份合同，我公司与
国合公司无任何关系。如有疑问，请在见本公告之
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史老师
联系电话：010-64069408

北京振轻展览公司
2021年7月23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8月12日10时起至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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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网络平台上
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冉屯路6号院1号楼3单
元38号【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
产权第0014336号】房产进行公开变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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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6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9月5日10时起至2021年9月6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
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中原区航海
西路166号6号楼2单元6层25号第一次
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 10 时起在河南省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
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 5号院 6号楼 2单
元 24号进行公开变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8月 15日 10时起至2021年 8月
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金水区城
东路116号院4号楼3单元30号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8月30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31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管城回族区
陇海东路10号院7号楼1单元2层5号（不动产权证
号：1001145575）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
见网址：http://sifa.jd.com/2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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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6日

河南新昌电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新能源线束母线生产线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与公示

河南新昌电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
吨新能源线束母线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初稿已编制完成，现将信息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链接及查阅报告方式及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8M
TNN-JHW_B5dpsMmIWsg，提取码：f8kz。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①至环评单位查询：河南自贸试验区

郑州片区（经开）第一大街171号506—1
当面查看，查询电话：0371-64397607。

②至建设单位查询：
地址：巩义市产业集聚区河南新昌电

工科技有限公司当面查看，电话：135
2307 751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围
5km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O8U62omrd8o7vS_zg

SWGSg，提取码：r2d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致电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建设单

位电话：135 2307 7512，环评单位电话：
0371-64397607）；

（2）发送电子邮件至环评单位，由环评
单位集中进行汇总和反馈，邮箱地址108
5501 804@qq.com；

（3）发送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由建设
单位集中进行汇总和反馈，邮箱地址：
13523077512@163.com；

（4）文本反馈意见邮寄地址：
①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

一大街171号506-1；
②巩义市产业集聚区河南新昌电工科

技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7月27日~2021年8月3日。
如有疑问请联系王经理：159 8183

8624。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8月4日10时

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河南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残次和废弃烟草专卖品，请与我公司联系。

竞买人须为已在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内管部
门审核、备案的省内企业，不跨省级局辖区，不
具备提取烟碱能力。报名前须到安阳卷烟厂规
范办进行核对签字确认具备残次和废弃烟草专
卖品销毁能力。

标的物及竞买要求等详见拍卖文件，有意
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携带有效证件及规定数
额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不成交者，保证金在3个工作日内全额
无息退回。

联系电话：0372-3156503
13783813787、13503974211

展示地点：指定地点
展示时间：8月2~3日
公司地址：安阳市铁西路122号军转站院内

河南省瑞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河南商报讯（记者 白雪莹）7月 25
日，交行河南省分行联合河南省省直机
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到中共郑州市委党
校慰问支援河南抗汛救灾的江苏省泰州
市消防救援人员。为保障前来驰援的消
防救援人员的日常生活所需，交行河南
省分行副行长单继东、公司部负责人及
郑州铁道支行相关负责人，河南省省直
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刘景丽携领
导班子、部分中层干部和员工等一行14
人为抗汛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送去即食
方便食品及毛巾、消毒液等。

刘景丽表示，“昨天了解到江苏省
泰州市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驻守，我们
立即组织人员连夜准备物品联合交通

银行一同前来慰问，向千里驰援河南、
夜以继日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的消防
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单继东表示，自7月20日郑州发生
洪涝灾害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支援郑州、
支援河南，为抢救群众生命财产、恢复正
常生活秩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次交
行河南省分行与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
金管理中心相约而来，特向泰州市消防
救援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下一步，交
行河南省分行将全力以赴践行责任担
当，做好防汛救灾期间各项金融服务工
作，积极谋划支持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
的具体方案，拿出态度、体现力度，为受
灾地区尽快渡过难关贡献交行力量。

暴雨无情人有情 救灾慰问暖人心
交行河南省分行联合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工商银行捐赠2000万元

为支持河南抗击汛情，工商银行已
向河南省捐赠2000万元。河南省持续遭
遇强降雨后，工商银行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第一时间制定出台多项工作措
施，保障各项金融服务畅通，积极协助当
地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R（魏利华）

中国农业银行捐赠2000万元

河南汛情发生后，中国农业银行迅
速安排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做好灾区金
融服务。农业银行已向河南灾区捐赠
2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 R（洪存）

中国银行捐赠2000万元

为支持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中国
银行向河南捐赠2000万元。中国银行将
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切实履行好国有大行的责
任和担当，持续做好灾区金融服务，为防
汛救灾和灾后重建贡献力量。 R（朱雷）

建设银行捐赠2000万元

建设银行宣布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
河南受灾地区捐赠 2000万元，用于支持
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R（李佳）

交通银行捐赠1000万元

为支持河南防汛救灾，交通银行向
河南捐款 1000万元，驰援河南防汛抢险
和灾后重建。目前，交通银行已出台多
项具体举措，包括开辟绿色通道、保障专
项资源、助力灾后重建等，集全行之力，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各项金融
服务到位，为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贡献
交行力量。 R（赵子硕）

邮储银行捐赠2000万元

近日，河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
致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在做好自身防汛工作的基础
上，全力支持防汛救灾，与河南人民共渡
难关，向河南捐款2000万元，用于支持当
地灾情救助和灾后重建。 R（王凡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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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河南省分行联合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
中心慰问抢险救援人员，表达诚挚谢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