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长亮：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淇信用
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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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18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长海、侯长山：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淇
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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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21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付生、刘万芹：本院受理原告郝春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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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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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修魁：本院受理原告魏松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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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兵：本院受理原告栗土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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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宏明、高宏涛、张高忠、冯祥会：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腾达
城市环卫保洁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
人河南省安阳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2017）豫
0581民初5141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
期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8）豫0502执恢29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7

月30日10时至31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拍卖被执行人杨丽芹名下位于安阳
市光明路以东、人民大道东段南侧安阳—恒大绿洲1号楼1
单元8层801号房产（预告登记证明：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
字第 00072838 号；建筑面积：97.52m2；无土地信息）一套。
依据豫华衡评鉴字（2018）第012号评估报告，依法确定起拍
价671425.2元，保证金5万元，增价幅度2000元。标的物交
付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
涉及应缴的税 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土地增值税 契税 过户手续 印花税 权证费 水利基金等费
用）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项，按照法律、法
规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
被执行人负责缴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
自行垫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到
相关单位查询。中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6月29日
至 7 月 29 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347。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7）豫0502执2044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7

月30日10时至31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郝具只名下位于安阳市人
民大道与永明路交叉口东南角上城公馆1号楼3单元4层01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安阳市房权证文峰区字第00188237
号；建筑面积 132.39m2；无土地信息）一套。依据豫四方
（2018）评鉴字第015号资产评估鉴定报告，依法确定起拍价
719120元，保证金5万元，增价幅度2000元。标的物交付手
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
应缴的税 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土地
增值税 契税 过户手续 印花税 权证费 水利基金 等费用）及
基于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项，按照法律 法规等规
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
人负责缴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
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前到相关
单位自行查询。中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
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6月29
日至 7 月 29 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347、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6）豫0502执471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7月

30日10时至31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 拍卖被执行人刘芳名下与赵国强共有的
安阳市交通局家属院1号楼1单元4层西户房产（房屋所有
权证号：安阳市开发区字第房改1591002708号 产别：房改私
有 集资建房成本价 100%；建筑面积：117.21m2；无土地信
息）一套。依据广达评鉴字【2017】第112号资产评估报告依
法确定起拍价386793元，保证金5万元，增价幅度2000元。
标的物交付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
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税 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土地增值税 契税 过户手续 印花税 权证费 水利基
金 等费用）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项，按照
法律 法规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
担。应由被执行人负责缴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
完成过户自行垫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
于拍卖前到相关单位自行查询。中国境内外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
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
间：2018年6月29日至7月29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
地。咨询电话0372-2097347、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4）文法执字第1160-2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

年7月30日10时至31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
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武合顺名下与白文荣共有的位于安
阳市紫薇大道20号院移民房2排10号1号房1至3层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安阳市房权证文峰区字第00043255号 建筑
面积 130.68m2；土地证号：安文国用（27）第 3111 号 地号
7-3-111；使用权面积 49.84 m2】一套。依据同德评报字
（2018）第 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依法确定起拍价 429020
元，保证金5万元，增价幅度2000元。标的物交付手续由买
受人自行办理，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
税 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土地增值税
契税 过户手续 印花税 权证费 水利基金等费用）及基于拍
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项，按照法律 法规等规定由被
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负责
缴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的款
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到相关单位自行查
询。中国境内外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参加竞买。标的展
示时间:2018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展示地点：房屋所在
地。咨询电话0372-2097433、监督电话0372-2097349。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祥锋：本院审理原告李自修诉被告李战洁及第三人你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526民初1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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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超、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吕世静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
初4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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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涛（李涛只）：本院受理原告程四平祝你和靳志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秋成、李金剑、李四平、李顺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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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顺喜、李秋成、李金剑、李四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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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剑、李四平、李秋成、李顺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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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怀文、李跃琴、孙具只、李红彬：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区支行诉你们孙怀文、
李跃琴、孙具只、李红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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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五海：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常五海及林建新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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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龙仁：本院受理原告张四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
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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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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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556号

王现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王现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554号

牛亚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西干道
支行诉被告牛亚运、王勇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555号

郭德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被
告郭德保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6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558号

范宁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被
告范宁博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936号之一

武福亮：本院受理原告王敬锋与被告武福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611民初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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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瑞、周淼：本院受理原告谢添诉被告郭瑞、周淼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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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文书。自本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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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召：本院受理庞亚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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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并将在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届满之后三日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静、金典爱丽丝音乐餐厅 ：本院受理原告苏顺贵诉你、王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1302民初1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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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峡县兴博冶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宛城区海昌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被告西峡县金峪矿产炉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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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宛民初字第3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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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国定：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与你联系，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303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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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保伟（身份证号码412901197902225512）、秦晓娟（身份
证号码411327198212300620）：本院受理原告牛万超与被
告王保伟、秦晓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03民初
4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王保伟、
秦晓娟共同偿还原告牛万超工程款307300元，并自2018年1
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款付清之
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10元，由二
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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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兰绘成：本院受理原告张耀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雅：本院受理王明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2民初651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四团队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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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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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呼成瑞：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亿拖车辆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82
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一中
心法庭（王曲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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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商贸有限公司、沁阳市辉通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高继云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82民初24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解除高继云与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商贸有限
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商贸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高继云购房款133742元
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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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高举：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82
民初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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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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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范县皇家果蔬园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社员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水县翼龙网络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黄寨分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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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水县天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宝丰县杞园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10421NA000162X）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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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泌阳县鸿鑫食用菌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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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永昊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账 号 16680101040009998，
开户行方城县农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134000360201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兰考县新豫汽车维修部公章
丢失，公章代码：4102250018743，
经营者：魏兰平私章丢失，公司
现金支票丢失22张，支票序号
4020411215726729--40204112
15726750，均声明作废。
●王泽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G411212016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豫中监狱刘佳鹿警官证
（证号4131487）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姚
坤律师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
14101201410445620，发证日期
2015年06月19日，声明作废。
●2015年5月4日出生的聂冰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713105，声明作废。
●2015年7月27日出生的李子
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736802，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14日出生的周可
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15298，声明作废。
●2010年9月28日出生的张慧
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099937，声明作废。
●郭爱丽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02256020054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于海阔出生医学证明涂改无
效，编号H411509716声明作废。
●2010年11月19日出生的程许
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70796，声明作废。
●2015年10月18日出生的贺芸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056894，声明作废。
●2017年8月2日出生的陈家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1083706，声明作废。
●2011年12月22日出生的张清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743195，声明作废。
●2013年5月2日出生的周琻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0785849，声明作废。
●2017年1月29日出生的王吉
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07368，声明作废。
●姚家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O410596961，声明作废。
●叶县常村镇书红电动车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121391，声明作废。
●豫AR7186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08609，声明作废。
●李雷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1656，声明作废。
●扶沟县金五谷养生坊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2161
7141421，声明作废。
●2017年6月20日出生的孟诗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54369，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福泉门经销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085605，声明作废。

●嵩县嵩北拉面馆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56000
60689，声明作废。
●2018年4月8日出生的聂墨凝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516480，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11日出生的苏宇
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07503，声明作废。
●2016年2月11日出生的张俊
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902309，声明作废
●2014年1月12日出生的吴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260468，声明作废。
●2015年4月18日出生的周钰
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96962，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28日出生的余忠
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
O411168717，声明作废。
●2015年10月15日出生的陈雨
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183360，声明作废。
●2017年9月29日出生的韩梓
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98937，声明作废。
●商城县大明服饰明鞋会所税
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4130
2719710413001201，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花营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460013
0957，声明作废。
●栾川县庙子镇农夫烧鸡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4600102557，声明作废。
●2009年1月3日出生的王静雯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H410358285，声明作废。

●河南德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41060006269903XD）经股东
决定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丘市天宇仓储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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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金谷仓储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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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丰源仓储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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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众德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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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臻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1326MA3XCT4
W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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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绿洲红色记忆主题餐
厅（税号 411421199003181647
01）发票丢失，发票代码4100171
320，票号14951376，声明作废。
●2015年5月4日出生的汤敬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006238，声明作废。
●西华县奉母镇后邵村村民委员会
公章因管理不善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万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1D996（411620078631）、豫
PJ954 挂（411620036017）营 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博济纺织品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22000035854，声明作废。
●南阳恒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03000015740，声明作废。
●周口市万通达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F5652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5109，声明作废。
●范县祥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926000014778，声明作废。
●泌阳县绿野植保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726NA000205X，声明作废。
●泌阳县周善农机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34
11726050850134D，声明作废。
●商丘市中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冯
桥加油站营业执照正本（914114
03092092503P）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拌调子热干面
小吃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
一代码:92410502MA44PKUR
0T，声明作废。
●泌阳县鸿鑫食用菌贸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1726326743437A，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王姣婵于 2007 年 5 月 1 日，
在伊川县各在乡菜市场捡到一
名女弃婴，如有认领者请在6月
20日至6月30日期间与本人联
系，电话17719225113。

减资公告
●虞城县华锦棉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26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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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恒冠央联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1000万元减至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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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 告
漯房产档公（2018第020号）

根据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7）豫1102执1290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
院（2017）豫1102执1290号协助
执行通知书，撤销他项权证号为：
2015000516/2014011891 的 抵
押登记，原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漯河市房产交易处 2018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