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蔡县广卫客运场站服务有限
公司（注册号4117290000108
25）营业执照正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代码05470918-9）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税号4117290547
09189）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4月13日出生的尚
子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967230，声明作废。
●南召县兴隆汽车配件有限责任
公司位于县城人民路房屋所有权
证00004772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30日出生的陈
嘉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13360，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名美居家具福蒙
特商行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1600160232，声明作废。
●朱增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719059，声明作废。
●朱昱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0697631，声明作废。
●淅川县宛运装饰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1326MA3XFCPF9D，声明作废。
●安阳市红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章号：410500
0090236，声明作废。联系人陈
伟刚，电话18500051386
●安阳德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59103
0012397；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1050239648504X声明作废。
联系人徐鹏，电话18738221785

改制公告
●河南奉献律师事务所拟向登
记主管机关申请改制（由国资
所改制为个人所），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
本所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朋、张丹凤：原告郑然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05民初444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荆亦方、曹少才：原告耿法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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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12381 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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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广永：本院受理原告张学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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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院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财保
139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自收到裁定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阴新建：本院受理原告马毛沙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
1799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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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份，并交纳
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鹏宇：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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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252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鹏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杨凯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
金 5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
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饲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邢军：本院受理原告程祥福
诉被告郑州饲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邢军公司设立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
民初 1636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南楼 508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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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希涛：本院受理原告李改玲诉被告李希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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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福军、吕超杰、贺小亚：本院受理原告孙敏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105 民初 11265 号、(2017）豫 0105 民初 11264 号、
（2017）豫 0105 民初 112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国奇、赵美娣：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省分行诉郑国奇、赵美娣、新郑市晟邦置业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涛：本院受理刘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6）豫0105民初1639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刘静向本
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05执1408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
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换民：本院受理原告刘广振诉你及河南省通力置业公
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 0105 民初 941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60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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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案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亚春：姚志萍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17）豫 0105 民初 403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姚志萍
于 2017 年 10 月 3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9795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由此产生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由你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宜家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燕伟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晁祥置业有限公司、河南京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京江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尹晓瑜诉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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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盛泰隆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1082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5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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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彩霞、申庆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冬平诉被告郭彩霞、申庆
军、周国良、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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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
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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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琳：原告郅祯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24495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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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漯河市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赵良伟：本院受理的原告
杨贺刚诉你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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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定杰：本院受理原告丁继学、邵换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民初123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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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旭光煤炭供销有限公司、王玄、余恭良、刘永召、余敏：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鼎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州旭
光煤炭供销有限公司、王玄、余恭良、刘永召、余敏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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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桂珍：本院受理的原告卢刘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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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伟：本院受理原告郑州恒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民初2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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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利云：本院受理原告吴风琴诉你及杨红召、韩松贵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杨红召不服本院作出的
（2016）豫 0191 民初 15293 号民事判决书，已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191 民初 15293 号民
事判决书和民事上诉状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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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平均：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佳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豫 0482 民初 88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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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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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增泉：本院受理原告陶相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82 民
初 81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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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
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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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隆鑫煤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中祥隆鑫煤业有限公
司、刘剑森、平顶山中祥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建
敏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在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82 民初 43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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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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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仲跃：本院受理原告袁军正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82 民初
65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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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
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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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本栏目诚招合作法律顾问 合作电话：13939003188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寻亲公告
●本人王武军家住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
县南阳村，本人于
2009年4月10日
在汤阴县宜沟镇卫
生院门口抱养一女婴，现寻找其亲
生父母，如有知情者请联系，定重
谢，联系电话：15737285216

●卢芃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R410129386丢失，声明作废。
●卢芃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R410129387丢失，声明作废。
●王艺昕《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P411972041丢失，声明作废。
●刘玉春，缴纳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诉讼费票据
不慎丢失，票号为0629261，日
期为2016年9月27日，金额为
2900元，声明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洁净清污队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50
5600165576（1-1）声明作废。
●鹤壁元昊化工有限公司遗失甘
肃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代码：
6200162130，号码：00147580，
00177922声明作废。
●扶沟向前汽车修理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621MA3X8WB97H，声明作废。
●赵庆鹤购买的绿地香湖湾5号
地11号楼1单元206室房款收据
(代码0014227，金额300000元)，
车位收据(代码0014226，金额
20000元)均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丰邦汽车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
10051230501，声明作废。
●商丘市梁园区东方宝贝食品
店睢阳分店的个人独资企业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4
03000039204声明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紫荆小院餐馆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注册号：411403612466
137声明作废。
●安阳市矫马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发票领购薄，纳税人识别
号:914105060638068453，金
税盘，编号:44—66151271333，
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4份，发
票号码:00201427-00201430，
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
额）9份，发票号码:10193113-
10193121，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磐石春川料理饭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0M
A40T5A260，声明作废。

●项城市坤龙工贸有限公司（统
一信用代码：9141168139576
5891A)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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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示。
●新蔡县佳鑫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729000012179）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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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鑫康农机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681000017829）经股东研究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张梦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2MA3
XFP2U0B)经股东决定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濮阳市华隆建设工程（集团）裕
昌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经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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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隆建设工程（集团）裕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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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森森木材加工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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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公告
●2017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
《河南法制报》第十四版上的原
告郑海燕诉邓翔天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判决公告中：“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现更正为“判
决书”。特此更正。
●本报于2017年12月28日14
版刊登的濮阳县翼龙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诉张颜凤，王东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金额
37500元均更正为40000元，
公告费600元更正为700元。

●河南炭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通用定额发票(拾元)500份，发
票起始号码:32952251,发票终
止号码:32952750;(拾元)400
份，发票起始号码:32958851，
发票终止号码:32959250；(贰
拾元)100 份，发票起始号码:
18404551,发票终止号码:184
04650;(贰拾元)500份，发票起
始号码:18480851，发票终止
号码:18481350；(伍拾元)400
份，发票起始号码:06529401,
发票终止号码:06529800;(伍
拾元)400 份，发票起始号码:
32547851，发 票 终 止 号 码:
32548250；(伍拾元)300份，发
票起始号码:15878651，发票终
止号码:15878950；声明作废。
●方城县一鸣林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411322NA002
258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铭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1425074207506，声明作废。
●宜阳县旭嘉服装厂税务登记
证正本（410327688199707）、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688199
707）均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省湘乡市电力建设有限公
司宜阳分公司遗失地税完税凭证
一份，证号：01693874，声明作废。
●武陟县继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0823330151549B声明作废。
●杨小令营业执照正本（41172
9627044048）遗失，声明作废。
●王文权营业执照正本（41172
9627214790）遗失，声明作废。
●金晓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2
219850415203141，声明作废。
●高朋栓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90922241942，声明作废。
●侯平建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740306207971，声明作废。
●王保珍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440214572144，声明作废。
●尹海昌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940102341822，声明作废。
●薄淇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20050210491752，声明作废。

●杨文华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40327382544，声明作废。
●张荣洋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20020308135623，声明作废。
●会元中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630514535853，声明作废。
●崔秀芝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19431214792444，声明作废。
●李稳利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819780901242263，声明作废。
● 通许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以
下单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
告。1.名称：通许县冯庄乡金豆
豆幼儿园，法人：金慧娟。
●开封市房产建筑工程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02121709935002，声明作废。
●虞城县和谐食品经销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425
000025737，声明作废。
●虞城县润大食品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1
425MA3XATC37H，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司
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801房
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0007080
金额为：（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
（小写）130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801
房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
0405金额为：（大写）贰拾万元整，
（小写）20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司
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801房
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027
03金额为：（大写）壹佰捌拾捌万元
整，（小写）188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司
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801房
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027
27金额为：（大写）壹佰陆拾贰万元
整，（小写）162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司
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房
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0007090
金额为：（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
（小写）130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
房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2
834金额为：（大写）肆拾万元整，
（小写）40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
房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28
46金额为：（大写）叁拾玖万元整，
（小写）39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司
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房间
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3201
金额为：（大写）叁万零玖佰贰拾伍
元整，（小写）30925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司
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房间
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4272金
额为：（大写）壹拾柒万玖仟零柒拾伍
元整，（小写）179075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
房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
4824金额为：（大写）贰拾万元
整，（小写）20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
房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
5719金额为：（大写）陆拾万元
整，（小写）600000元，声明作废。
●陈占军在洛阳尚锦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升龙城B区26幢2901
房间收据丢失，收据号为J0005
719金额为：（大写）陆拾万元整，
（小写）600000元，声明作废。
●姚松涛，新闻记者证（证号：
G41000155000365）和播音员
主持人证（编号：4120041208
0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兴合商贸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丢失，代码
67414580-4，声明作废。
●2011年1月12日出生的胡
欣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165697，声明作废。
●宜阳县康源养猪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0327NA000023X）、
宜阳县兴源养鸡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10327NA000022X）营业
执照正副本均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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