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虽经严格审

查，但不能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信

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审验

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

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缴款人冯付明于2017年8月
4日交纳的金水区人民法院诉讼
费-案件受理费88328元所出具
的票号为2390397的《河南省
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联不慎
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
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新乡市一鸣汽车配件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MA3
X5M931Y，声明作废。
●房屋预告登记证明号：郑房
预字第 1609101158,合同号：
16002547320，预告登记权利
人：余艳艳，该证明遗失。
●安阳神州绿能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50
0000015691（1-1），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10518574984627
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科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5
00000014393），税务登记正副
本（税号410523572490471），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72
49047-1）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酒易送商贸有限公司黄
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1133
0196069J，声明作废。
●河南君格科技有限公司平推
机打发票丢失，发票代码：14100
20043，发票号码：18343311-
18343328，声明作废。
●安阳市成才网吧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50221
0000207，声明作废。

●新乡市一鸣汽车配件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即日起公司
解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700MA3X5M931Y，清算组成立
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见报后30
日内到公司结算清现，未接到通
知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市上街润达石油供应站
(普通合伙)注册号4101060000
05052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刘志垒、安学用等人
组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
权。电话18638768369
●南阳市晟立机电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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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新时代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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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聚鑫网络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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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风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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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建法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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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祥瑞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Z7281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64069，声明作废。
●中牟县金太阳服饰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122
600226366，声明作废。
●豫AL657挂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02868，声明作废。
●郑州绿源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证
号410183023211，声明作废。
●柘城县南环大酒店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14246
15098910声明作废。
●张宇晨出生医学证明损坏，
编号R410585487，声明作废。
●2015年3月7日出生的刘灵
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42514，声明作废。
●2007年2月4日出生的孙羽
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017528,声明作废。
●个体户常小英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16
28019685，声明作废。
●禹州市汇丰祥粮油商行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50340
0051540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谷富祯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926
02001357，声明作废。
●荥阳市崔庙镇易发国语手机通
讯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83600258869，声明作废。
●偃师市府店镇西管茅村向阳
商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381600160785，声明作废。
●2015年3月12日出生的张
釨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96267，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27日出生的姚
宸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5361，声明作废。
●神州买卖车（福建）二手车经营
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500MA3XC5EA2X，声明作废。
联系人：杜鹃18303832027
●安阳高新区南方老李袜行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209
84195804123311，声明作废。
●安阳安捷正青物资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金税盘，编号：44-661
51271706，发票领购簿，编号
41050205474905X，发票章,编
号41050205474905X，结存发
票(发票编码：00797377-0079
7397）21张，声明作废。
●安阳市鼎丰酒水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豫国税安北字410503687
146961号，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安西特油批零
部不慎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
票（三 联 无 金 额 限 制 版
190mmx101.6mm）1份，发票
代码：141001420043，发票起
始号码：45032287，发票终止
号码：45032287，声明作废。
●安阳市玉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506100001563，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彦超步步高电
子产品售后服务部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5036
00081111，声明作废。
●马刚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225618027264，声明作废。

●淮阳县豫发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268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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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于2017年9月27日第
14版刊登的安阳市北关区人民
法院公告中，被公告人“王红风、
李海红、冯凡波、宋会丽”中的“宋
会丽”应为“宋会利”，特此更正。

●博爱县天琦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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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万里人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F
91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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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安阳市思博软件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502100003675）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李晶然、王涛组成，清算组负责
人：王涛，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王
涛，电话：1356901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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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三维网吧不慎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豫地税字410503
19671029203701号，声明作废。
●安阳市新创网吧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5021
9650719102301，声明作废。
●安阳宾馆遗失发票专用章,编
号4105000067789,声明作废。
●陆振山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19400715049X42，声明作废。
●程洪涛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410408003642，声明作废。
●单进明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500708101X43,声明作废。
●舞钢市德穆商行营业执照正本（41
0481608054544）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万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X2178（证号4116200802
45）、豫P5A12挂（证号4116200
80246）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如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8B710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2458，声明作废。
●卢氏县水利电力实业开发总公司
火炎电站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号411224000001964，声明作废。
●李永红位于通许县文卫路东段
南侧土产公司家属楼的房产证遗
失，证号：002448，声明作废。
●新蔡县丹丹门窗批发店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72
9627270024，声明作废。
●泌阳县宏业矿山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726100000227，声明作废。
●西华县力鸣苗木种植专业合
作社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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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电商平台，搜
索“解锁苹果 ID”后，结果竟有超过
600 个店铺，一些店铺单月销量数千，
价格都在几十元到500元不等。

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赖冠能认为，目前网络解锁苹果
ID行为有可能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但认定条件很难界定，需要相关
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一些办案人员建议，应完善二手
手机流通机制，综合录入被盗抢手机
机身 IMEI码，建立被盗抢手机信息共
享平台，方便追查，同时加大对二手手
机市场的监管力度。 （据新华社）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扎实推进车检、驾考、机
动车号牌管理、跨省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公路和农村
地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等公安交管改革措施，取得明显

成效。据统计，我国公安交管改革共减少
群众办事直接经济成本200多亿元，通

过推行社会化向企业让利超过150多亿元。

●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修订印发关于公安机关
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若干规定，其中规定“除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另有规定以外，公安机关不得在诉
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置涉案财物”。

●日前，公安部就《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遏制高层建筑火灾事故发

生。征求意见稿提出，禁止在高层建筑地下
三层及以下设置商场，禁止在高层建
筑地下二层及以下设置公共娱乐场
所。此外，高层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应当设置在一至

三层，且应当设置独立的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自《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

意见》以来，我国各地全面清理不必要的证
明和手续，派出所出具证明的种类及
数量普遍大幅下降。同时，各地积极推出网上

办理、预约办理、上门服务等便民利民措施；各地公安机
关积极推进部门数据归集整合、互通共享，努力做到“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均据新华社）

要闻速读 苹果手机
“盗改销”产业链调查

家住深圳宝安的石先生十分郁
闷，刚买不久的苹果手机被偷走，几个
月后又收到多封邮件，均含有索要被
盗手机账号密码的钓鱼链接。

业内人士介绍，有密码的苹果“ID
机”被盗抢后就变成了俗称的“砖头
机”，只能拆开当零件卖，估价只有三
五百元。“如果将 ID解锁，一些品相好
的苹果手机价值两三千元。”

那么，这些被盗的手机最终流向哪
里？深圳警方侦查发现，一个以方某为
首的特大犯罪团伙专门从事非法解锁
苹果手机ID再转卖，并将该团伙摧毁。

据了解，今年3月至9月，专案组在
广东、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开展
行动，共刑拘57名犯罪嫌疑人，其中30
人已被检察机关逮捕，缴获涉案苹果手
机2800余部，涉及全国28个省份。

被盗苹果“砖头机”
只能卖三五百元

解锁ID价值两三千元

多种方式解锁ID后再次流入市场

记者调查发现，在苹果手机“盗改
销”产业链中，解锁ID是最重要的环节。

在深圳福田，警方抓获嫌疑人方某
等4人，当场缴获苹果手机751部。方某
交代，自己在网上购买钓鱼软件，通过手
机机身 IMEI码在一些平台购买用户注
册邮箱、手机号码等信息，再冒充苹果公

司客服给失主发送含有钓鱼链接的邮
件。如果失主点击链接进去输入自己的
ID和密码，他们就可以通过后台盗取。

据调查，解锁后的苹果手机，有些被
以旧换新，有些通过更换外壳等方式翻
新后再通过网上渠道、二手手机市场等
进行倒卖。

应完善二手手机流通机制

被盗的苹果手机去哪儿了？近期，广东深圳警方侦破公安
部督办的一起专案，摧毁系列“盗改销”苹果手机特大犯罪团伙
及相关产业链，缴获涉案苹果手机2800余部，涉全国28个省份。

记者调查发现，解锁被盗苹果手机ID已经形成产业链，
不少被盗苹果手机解锁后再次流入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