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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权利人：王超：豫（2019）荥
阳市不动产证明 0011320 号遗
失，特此证明。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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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约公告
致：王鑫，由于您未能按照同
我司签订的《房屋认购合同》
（编 号 ：KG3-10-2-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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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佳港实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2 日

◆河南道玺物流有限公司道路
运输证丢失，豫A0897D，道路运
输证号：410114004020，声明作废。

◆屈国华，豫 sL2661，登记证
书和行车证丢失，声明作废。
王振华，沪 CGK515，登记证书
和 行 车 证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河南天之佑医疗养老服务
有 限 公 司（91410104MA3XE
DB98W）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偃师市城关镇石硖村五龙
印 务 店 ，帐 号 ：000003035280
26675012，开 户 银 行 ：河 南
偃 师 农 商 银 行 城 西 支 行 ，核
准 号 ：J4931000784302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特 此 声 明 。

变更声明
郑州高新区通和布朗幼儿园
名称变更为郑州高新区幸福
紫荆幼儿园。

◆编号：P410217300，蔡泽伦，
出生日期为 2015 年 04 月 03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荥阳市高村乡马沟农机专业
合作社（代码：410183NA00020
8X）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特此声明。

◆徐清坡河南师范大学广播电
视新闻学专业本科学士学位
证 书（编 号 ：10476420080026
2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金龙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37571330321），公章（编号：41
01030043847）遗失，声明作废。

◆闫利利（注册号：4102236019
61125）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P411310619，姓名：王墨
文，出生日期为2015年10月5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三门峡市龙润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200010015394）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芦丽（注册号：410205605076
639）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P410569943，姓名：张若
美，出生日期为2015年9月24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T410032682，姓名：刘艾
乐，出生日期为2019年1月1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栾川县城关镇腾龙大盘鸡店
（注册号：410324600005669）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M412205108，姓名：唐
雪寅，出生日期为2013年2月1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平舆县舆公馆保健中心（代
码 ：91411723MA9LG4CN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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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内向本企业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编号：Q410244529，姓名：刘依
彤，出生日期为2016年8月1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K410733462，姓名：许峻
博，出生日期为2010年9月12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福运来刀削面
（注册号 410305600090691）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翟留敏，身份证号：4101231
97302103813，遗 失 郑 州 满 圆
红木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号 开具的铺位号 406
西 407 租赁保证金收据丢失。
收据号：4431678，收据金额：
11000 元，声明作废。

河南聚广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
营新型环保建材的研发和生产，作为
查山乡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河南聚
广信新材料项目一期计划投资3000万
元，预计年产环保新材料 3万吨，预计
年产值 1亿元，将为当地创造税收 100
万元，带动200人就业。

“我一直把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视为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该公司
董事长李业香在仪式上说，该公司自
成立以来，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关爱与支持，项目能这么快落地开工，
他备受鼓舞，深表感激。

据悉，该公司为格力、美的、TCL等
多家海内外知名家电制造企业提供环
保认证原材料，是一项绿色环保、节能
降碳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此次集中签约活动，查山乡共吸
引了 5家返乡企业参与，涉及农业科
技、建筑、建材、新型材料研发等多个
领域。返乡企业让查山乡的经济发展
有了源头活水，而查山乡为企业量身
打造的营商环境，也使得企业留得住，
办得好。

企业返乡签约 首席服务官帮大忙
信阳市平桥区查山乡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设置“首席服务官”，直接了解企业诉求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孙
超 通讯员 叶全花 万朝峰）鲁山县汇
源街道居民王桂琴将一面写有“一站
式服务周到暖心，高铁般效率神速便
民”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县政务
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
任李东阳手中，并表达了对中心不动
产窗口各位工作人员的感谢。

据了解，王桂琴今年已88岁高龄，
还是抗美援朝军属，几天前她来到该
中心办理不动产业务，中心工作人员
为其开启老年人“绿色通道”，加班加
点办理，把原本需要3个工作日才能办
结的业务，在当天全部办理完毕。

今年，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服务
中心立足政务服务实际，以提速增效
为出发点，以便民利企为落脚点，强
化创新工作举措，扛稳“放管服”持续
深化改革大旗，打造一支政治过硬、
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政务服务队
伍，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好
局、起好步，为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
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证。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不
仅在为民服务上“更暖心”，在为企服
务上“更高效”，让“最多跑一次，服务
零距离”这个服务口号真正落实落
地。

“能力作风持续提升事关人民福
祉、企业发展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务服务中心将以能力作风建设年为
契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程，以
高质量的政务服务能力助力全县各项
事业顺利发展。”李东阳在与企业交流
时说道。

鲁山县：

服务无止境
能力再提升

据统计，查山乡已累计帮助企业申
请专项资金 150余万元、协助办理建设
用地指标80余亩。

“同时，我们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
党政领导班子带头包联企业，机关中层
骨干力量齐上阵。”查山乡党委副书记张
琼说，大家在精准服务、高效办理、安全

兜底、宣传政策、清正廉洁五个方面争当
表率，努力打造企业满意的五星服务官。

“得益于我们努力营造的最优营商
环境，本次集中签约吸引了 5家返乡创
业企业，我们将持续为这些企业提供店
小二式服务，确保招得来、留得住、能发
展！”张琼信心满满地说。

7月7日上午，信阳市平桥区查山
乡刘岗村热闹非凡，查山乡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暨河南聚广信新材料项目开
工仪式在这里举行，村民们围在写着
“开工大吉”的红色条幅四周，见证该
乡产业的飞速发展。

返乡企业集中签约
促进家乡经济发展 面对面了解企业问题，首席服务官助企纾困

一块小小的立牌，详细记录着企业
名称、所属首席服务官的名字和联系方
式，这是查山乡为企业特别定制的“企业
联系卡”。

“他们常来我们企业走访，有困难帮
我们解决，有问题帮我们协调，一有最新
的招商营商政策，还会马上来做宣讲。”
信阳万惠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刚提起“首席服务官”，就止不住地夸。

“首席服务官”是查山乡优化营商环
境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首席服务官，直
接了解企业诉求。

查山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邹海辉是

该公司的首席服务官，7月 7日上午，阳
光最烈的时候，他依然来到该公司的厂
房，询问公司的近况。

据介绍，查山乡纪委每季度会通过
“好差评”反馈机制，让企业反馈首席服
务官的助企表现，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
首席服务官严肃问责。

“真是全靠查山乡党委、政府还有各
级部门支持！我们这个工厂今年 5月才
投入运营，总投资 300万元，有了这么好
的环境，我们加把劲，力争在 2025年前
成为河南省著名商标、河南省著名绿色
农产品品牌！”刘刚笑着说。

申请资金协调用地，为企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查山乡通过“好差评”反馈机制，让企业反馈首席服务官的助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