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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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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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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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公 告

专利好项目
专利号：ZL 2012 2 0273153.X

电话：13203826884
太阳能充电桩,空调车罩寻合作。

招 商 公 告

◆城郊乡河园村第三卫生室
公 章 遗 失 ，编 号 ：4107811
020206，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2年 2月 16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青年路28号永
恒上宅苑 3 号楼东 1 单元 8 层
808 号，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二 0 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周春英：411528196410116849，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50080020170301225，声明作废

◆本公司河南申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 2019
年 3 月 5 日厦门泉舜集团洛阳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合同履
约保证金票据（金额：84250.4
元，票据号：4310291）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濮阳市富晟服装有限公司，
公 章 丢 失 ，章 号 ：4109230
031782，声明作废。

◆本单位河南宏达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在河南正商龙湖置业
有限公司办付郑州正商智慧
城小学运动场施工工程定案
表及结算资料遗失，结算金额：
1804591.30 元，特此声明作废。

◆伊川县吕店镇苏沟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不慎将银行开户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J49390
02106001，声明作废。

◆荥阳市崔庙镇强盛机械厂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小郎补胎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46007459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周口康赛保健品
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1160232688650XA）
股 东 会 决 议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刘通不动产登记证明号：豫
（2020）郑 州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31444 号 遗失，特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街道办
事处工会工作委员会开户许可
证遗失，核准号：J4910011808502，
开户行：郑州银行政通路支行
（920730120109044096），声明作废。

◆沙保睿（注册号：41020460614
2190）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淇县锋硕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注 册 号 ：4106221000029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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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鑫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4115060039216），
声明作废。

◆焦作市中站区鑫隆食品销售
部（代码：92410803MA40U2TL
XH）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孙彦（注册号：41029360500
1087）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虞城县福运养殖有限公司
（代码：9141142566597722XH）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月梅（代码：92411723MA41
3DULXM）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据河南省统计局人口处工作人员介绍，流动人口
包括流出和流入两部分。对河南省来说，流出指户籍
地为河南的人口流出到其他省份；流入指户籍地为外
省的人口流入到河南各地；净流出人口就是流出人口
减去流入人口所得的净值。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河南省流
出到外省的人口达 1610万人，与 2010年相比增加 595
万人，净流出人口达 1483 万人，是全国净流出人口最
多的省份。出省流动人口就是指户籍地在河南，流出

到其他省份，时间在半年以上的这部分人口。
数据显示，河南省内流动人口 1993 万人，其中省

内跨市流动 633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增加 1248 万人、
407万人。什么是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呢？上述工作人
员介绍，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是指户籍在省内某一个省
辖市，流入到省内另一个省辖市，时间在半年以上的这
部分人口。因此，如果一个郑州人去洛阳或北京出差，
只要时间不超过半年，就不会被计算为出省流动人口
或省内跨市流动人口。

省统计局发布2020年河南省流出人口数据，超1600万人流出到外省，全国净流出人口最多

出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人口
周口均排在全省首位

根据对河南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1月12日，河南省统计局发布了关于2020年河南省流
出人口的相关数据。

结果显示，2020年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1610万人，成全国净流出人口最多的省份。
从省内各省辖市看，周口出省流动及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最多！而郑州市，仍然还是河南省唯一的

人口净流入省辖市。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郭爽爽

想了解一手、权威的本
地财经资讯，扫码关注吧

2020年河南流出省外的 1610万人，主要来源地集
中在周口、驻马店、信阳、商丘、南阳等地。

其中，周口有 267万人去了省外，出省流动人口数
量超出其他省辖市。

信阳、南阳、驻马店和商丘分别有246万人、211万
人、210万人和178万人去了外省。

周口等五市合计出省流动人口 1113万人，占全省
的69.1%。

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来源主要集中在周口、驻马店、
信阳、商丘、南阳、开封、平顶山、安阳等8市，合计流出
421万人，占全省的 66.4%，其中周口有 87万人去了省
内其他城市，流出人口最多。

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市仍然是河南
省内吸纳省内人口转移最多的省辖市。

数据显示，2020年郑州吸纳的省内其他城市流出人
口达368万人，占全省的58.1%。另两个流入人口较多的
市为洛阳和新乡，2020年分别流入38万人、30万人。

整体来看，郑州是河南省唯一人口净流入的省辖
市，净流入人口354万人，占其常住人口的28.1%；其余
省辖市均为人口净流出，其中周口市最多，净流出 339
万人，约占其户籍人口的 26.9%；信阳市次之，净流出
279万人，约占其户籍人口的30.5%。

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河南的出省流动人口主要
流向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其中，广东省是南阳
人、驻马店人、许昌人和漯河人外出的首选流入地；浙
江省是信阳人、周口人外出的首选流入地；江苏省是商
丘人、平顶山人、洛阳人、新乡人和开封人外出的首选

流入地。
据河南省统计局分析，流动人口既是人口问题更

是经济问题，河南成为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郑
州成为全省唯一人口净流入的省辖市，都反映了我省
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

全国净流出人口数量，河南居首

出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周口均最多

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主要去了郑州

出省流动人口最爱东南沿海省份 制图/首席编辑 杨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