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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7971号

饶仁保、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饶仁保、河南六合
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三个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18328号

鹤壁市华琦餐饮有限公司、闫书芹、范鹏斌：本院受理的原
告吴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05民初18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驳回原告吴斌的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4329号

顾晓斌：本院受理原告黄天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八时四十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4563号

高建波：本院受理原告邓艳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八时四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立娟：本院受理原告赵权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575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3717号

李立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杜波诉被告李立娟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关笑允：本院执行的赵耀与关笑允借款合同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1执17号执行通知
书、（2017）豫11执17号财产报告令、（2017）豫11执17号被
执行人财产申报表、（2017）豫11执17号执行决定书、传票、
送达回证、（2017）豫11执17号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
内，本院依法对查封标的物进行评估、拍卖。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3月21日10时

至2017年3月2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
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第二次对位于漯河市源汇区荷
苑小区5号楼2单元6层601号房产一套（证号为：漯房权证源汇
区字第2010001284号）依法进行拍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市召
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博：本院受理原告庄佳宜诉你与被告王豪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1303民初3978号

姜志刚：本院已受理原告段旭诉你及黄洁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本案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委托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阳：本院受理原告关建华诉你及被告南阳市长江渔人实
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324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阳：本院受理原告刘玫灵诉你及被告南阳市长江渔人实
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324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阳、河南璞玉山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玫
灵诉你们及被告南阳市长江渔人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1324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定远、王小红：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山、胡海荣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宛龙民一初字第223号

河南归一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博大不锈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凯翔金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
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卧龙区人民法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依块：本院受理原告温江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326民初214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老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金丰：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均与被告宋金丰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宋金丰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蒲
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东信投资有限公司、曹颖颖、胡小丽、胡怀普、侯军玲：本
院受理的原告李雷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豫1303
民初3263号］，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豫1303民初32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召县板山坪镇粉房村六组杨运奇：原告李会丽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现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6）豫 1321 民初 195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不准原告李会丽与被告杨运奇离婚。案

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担。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本院白土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书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亿兴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军平、吕清华诉被
告河南亿兴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亿兴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宫然诉被告漯河
嘉丰面粉有限公司、河南亿兴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超：本院受理原告程刘阳诉你、朱俊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403
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玖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及被告马相琼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程元东：本院受理原告崔红强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482民初58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光耀：本院受理原告史丽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482民初
6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武晓鸽：本院受理原告孙朋飞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482民初48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于武超：本院受理原告潘章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482民初
5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玖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陈晓飞：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
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二被告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林飞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盛海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宋建双诉你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林飞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盛海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多诉你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林飞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盛海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余秋甲诉你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裁判。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长山、刘定有：本院受理原告王爱分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08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定有：本院受理原告王爱分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5民初792号

孙杰、原阳县太平镇家佳福生活超市：本院受理原告原阳
县城关镇富财副食批发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二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中、王志刚、贺江江：本院受理原告陕县陕州小额贷款
公司与张海中、王志刚、任晓波、贺江江、任志兵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 1222 民初 191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甜：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判决被告秦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
款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100000 元为本金，按年利率
6%，自 2014 年 8 月 27 日起计算至本院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由于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222 民初 15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茂胜（又名史小虎）、史鹏凯：本院受理原告边卫琴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公告
蒋文学：本院执行的武玉柱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联系不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1527
执543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2016）豫1527执543-1
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通
知书确定的义务：按照（2016）豫 1527 民初 59 号民事判决
书的内容履行；二、承担本案的诉讼法及执行费。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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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中药治疗 不复发
15890825399

糖
尿
病

●樊柯遗失就业失业登记，编号NO
4102000014009350，声明作废
●李宝，不慎将法院诉讼费收据
丢失，票号：3227862，声明作废。
●崔闻天交纳郑州高新区人民
法院诉讼费票据丢失（票据代
码豫财410103），声明作废。
●栾慧方在金水区人民法院起诉
的三个案件诉讼费票据收据联丢
失，分别为：（2016）豫0105民初
2325号（票号32297455）、（2016）
豫0105民初2316号（322974
56）、票号32268164，声明作废。
●郑州市鸿泰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在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预留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鹤壁市盛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692
00001559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
李云龙（身份证号：41022119911
1258419）毕业证丢失，毕业证号：
137811201106003197特此声明
●刘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丢失，证号：豫交运管许可郑字
410108000829号，声明作废。
●2011年7月11日出生的马
芷滢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16169，声明作废。

●2016年1月24日出生的皮
泽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700477，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21日出生的朱
佳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51506，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6日出生的江
晨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28799,声明作废。
●杨伟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601026555，声明作废。
●临颍县奥通运输有限公司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负责人金东
升变更为李之本，特此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首佳汽车维修部发
票代码1410016200243，票号080
10165-08010167丢失，声明作废。
●2015年6月1日出生的梁凯
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219047,声明作废。
●阳光财险15版商业险101772、
104473，交强险19196-19197、
413283、420426、10810，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范秀枝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350301002742，声明作废。
●杨军振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219850618613162，声明作废。
●毕占胜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2
219650701003244，声明作废。
●左新喜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819780110211614，声明作废。
●李喜中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109232839，声明作废。
●王磨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5510116819，声明作废。

●刘桂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571226182X，声明作废。
●郭伟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5512132839，声明作废。
●王金南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9704243443，声明作废。
●杨海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512106891，声明作废。
●柴丹丹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8901060326，声明作废。
●邵站力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212276450，声明作废。
●赵培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4806127213，声明作废。
●韩建华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6503245510，声明作废。
●刘国亮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6106065217，声明作废。
●刘苏氏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2812276822，声明作废。
●刘好荣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3410020060，声明作废。
●鞠守信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6402103810，声明作废。
●王海兵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412241834，声明作废。
●王送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80712726X，声明作废。
●赵玉平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501177280，声明作废。
●王婷婷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8509220049，声明作废。
●杨友光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5303166856，声明作废。
●王霞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303012848，声明作废。

●睢县飞达红焖羊肉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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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同富农业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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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环宇玉米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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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建斯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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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振东针织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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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宇龙纺织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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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利顺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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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郭东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402206832，声明作废。
●邓沙沙营业执照正本（41162
8611061834）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同富农业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行政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金动能燃气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睢县广电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27616967512，声明作废。
●商丘市建斯达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03000029292，声明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全发养鸡场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40
3000003927，声明作废。
●河南元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
州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410581
000016015）、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华龙山林果开发基地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0
5815610443100，声明作废。
●舞钢市尹集盘古山庄酒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
481608117995，声明作废。
●孙建勋，警号 014551，警官
证丢失，声明作废。
●马二顺，警号 014372，警官
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建周，警号 014352，警官
证丢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鑫盛苗木花卉贸易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80000115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在家也能挣大钱

原阳县工艺品厂 电话：13213079939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大张庄村。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
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
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丰
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
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治疗皮肤顽癣
13373937377

168
元

气管炎 中药治疗不复发
咨询电话15893177818

●开封金菊人造金刚石制品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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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德阳粉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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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