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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尚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09020085158）、发票专
用章（编号4109020135548）、合同
专用章（编号4109020085160）、财
务专用章（编号4109020085159），
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华姓名
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卢氏永济龙翼专营店遗失装修
押金条两份，号码3941902，金额
35392 元，号码 3941905，金额
2020元，声明作废。
●于云贞，执业助理医师执业
证书，不慎遗失，证号：2104110
00000214，声明作废。
●范昆，个体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411425613206607）声明作废。
●本人杨以丹，河南警察学院法
律系法学专业，学士学位证书
（编号1178842018050137）、毕业
证书（编号1178812018050501
37），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安阳高新区金百康健康生活馆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92600857899，声明作废。
●安阳县水冶镇主流饰界饰品门
市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22600065839，声明作废。
●安阳县水冶镇爱林五金店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5226
00145017，声明作废。
●安阳县水冶镇王威理发店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052260015440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好孩子童车商行
京沙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05601200487，声明作废。
●郑州泰如实业公司豫A3203L豫
A221K挂营运证丢失，证号410183
021649，410183021650，声明作废。
●2015年12月1日出生的严承
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820456，声明作废。
●郭红建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205413，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29日出生的毛恩
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11439，声明作废。
●朱硕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0037063，声明作废。
●2014年9月28日出生的李萧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62252，声明作废。
●2008年10月26日出生的张琛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I410285452，声明作废。
●2006年1月17日出生的张紫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362764，声明作废。
●2012年8月30日出生的晋涵
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03618，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F525挂、豫LU255挂车道路运
输证丢失，证号411104013034、
411104013130，声明作废。
●2013年3月23日出生的何忠财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965002，声明作废。
●2018年9月29日出生的邢奕楷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S410502116，声明作废。

●河南咏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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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颖县兴旺养殖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些公告。
●柘城鑫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424000005382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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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柘城县众佳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424MA3XD-
JP63M经股东 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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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道履商贸有限公司统一代码
91410306MA3X4C795F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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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广发畜产品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0421MA42D14F8G经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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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康普药业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 91410421MA3XDQ7B96 经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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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崇德楼酒店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397
321346J）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杨光福 手机：13938689992

●张凯鸽位于舞钢市院岭龙山大
道东段北侧（龙寓花园29号楼）第
二层201号不动产预告证丢失，证
号12000250，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浩阳海鲜商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303MA41W96K6T，声明作废。
●禹州市小熊童鞋店（92411081
MA40FGBP4C）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声明作废。
●卫东区高朋烟酒店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注册号 410403608066
839，声明作废。
●偃师市城关镇北关村明辉制鞋
厂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4103
8119801010105701，声明作废。
●漯河市恒昌物流有限公司豫
LC0927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102011200，声明作废。
●鹿邑县至尊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1628326878999Q，声明作废。
●何向阳营业执照正本（4108
23620123496）遗失，声明作废。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规定，经核准下列民办
非企业单位符合要求，准予成立
登记，现予以公告。单位名称巩
义市清艺美术专业学校，统一代
码 52410181MJY2812887，成立
日期2019年03月08日，法定代
表人齐润明，开办资金人民币陆
万捌仟元整，住所巩义市芝田镇
蔡庄村三组310国道南，业务主
管单位巩义市教育体育局

●本人郝三东，新安县
石寺镇林岭村人，2011
年8月12日在邻村张庄
村的路边捡拾一名男婴，孩子身体
健康，因我结婚几年没有孩子便把
孩子抱回家养育至今，取名郝鑫
悦。请孩子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即日起持有效证件与新安县石寺镇
派出所联系，电话0379-67352666
●本人王亚琴，巩义市芝
田镇益家窝村人，于2014
年10月21日早上散步在
寇家湾的路边捡到一名男
婴，由红色小褥子包着，身体健康，
王亚琴夫妻抚养至今，取名郭永浩。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巩义市芝田镇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0371-64133002

寻亲公告

●河南平安物流集团运输有限
公司豫P0R91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9757，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城关镇金英特产
门市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224617036382，声明作废。
●鹿邑县会光蒸羊肉饭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24116
28MA44728P73，声明作废。
●河南省顺达天诚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14
11700MA3X6UQ376）不 慎 丢
失，声明作废。
●杨志军执业药师注册证遗失，
编号：412218050，声明作废。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1.兰考县闫楼乡
七彩幼儿园，法人：吴琼，2.兰考
县考城镇好老师幼儿园，法人：
王明珠；拟向兰考县民政局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临颍县三只狐狸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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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卢氏县沐源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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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博鑫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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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德金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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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爱神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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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龙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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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网络村庄网吧经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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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卢氏县鸿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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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多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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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本报2019年3月11日第13版
刊发华龙区法院原告王风才公
告中，“任相峰”应为“任相锋”。

近日，各媒体进入两会报道冲刺阶段。近几年，两会
报道已从单平台报道变成了一场涉及前、中、后方，涵盖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融合文字、声音、图像，综合运

用 VR、AR 等的全方位新闻报道。AI 合成主持
人、5G、全息视频、手机AR展示……让我们

从两会的舞台，窥见未来信息传播
的方向。

起
来
的
两
会
报
道
好
看
吗

人民视频推出的“AR看两会”

用5G技术直播政协会议开幕式

两会期间，人民视频推出了“AR
看两会”功能。打开人民视频App右
上角的 AR 功能，扫描《人民日报》中
的新闻图片，就能看到关于两会的现
场实况、视频报道、注释信息、数据可
视化等更具深度的内容。两会期间，
AR 新闻将持续更新，读者们扫描不
同的新闻图片，即可阅读与之对应的
AR报道。

其实，此前已有媒体在尝试这种

手机AR扫一扫
新闻“动”起来

新的信息传播和体验方式。去年的全国
两会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推出了“AR科
技看两会”产品。读者只需打开手机
QQ，借助 QQ 中的“AR 扫一扫功能”，扫
描报纸上两会报道的热点图片，图片便会
活起来、动起来，让读者“亲临”全国两会
现场，“听”到代表、委员的声音，“看”到两
会最新动态。

新华社则利用 AR 技术为上会记者
提供新闻报道的科技“神器”——AR直播
眼镜。记者戴上AR直播眼镜后，会场第
一视角的画面会被记录下来，用户只需打
开新华社客户端，就能通过实时画面第一
时间捕捉会场内发生的事。

在两会期间，代表们通过 VR 眼镜，
可以实时观测家乡的现场情景，还可以
通过虚拟直播间和移动 5G 网络、云视
讯，“站”在田间地头、校园、会诊中心等
地，与家乡人民“面对面”沟通交流。

据大河网报道，5G网络具有无延迟、
不卡顿的特点，可应用于会议直播、远程
学习、联系代表等活动，帮助人大代表履
职。据现场实测，通过CPE终端设备，5G
下载速度是传统4G网络的近10倍。

据报道，新华社的AI合成女主播于3月
3日正式上岗，它可以实现逼真的表情生成、
自然的肢体动作以及嘴唇动作预测等能力，
呈现能够站立并作出肢体动作的主播形
象。这种站立式AI合成主播，在本次全国两
会期间不间断地输出新闻报道。

长城新媒体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主播
“冀小蓝”同样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
器语音合成等尖端技术创造的三维虚拟人
物。官方称，“冀小蓝”可以全天候、无疲倦、
零差错、多场景地完成播报任务，大幅降低
新闻节目制作成本。此外，“冀小蓝”还将和
代表委员互动。

媒体的融合，离不开技术的融合。借助
于科技“外脑”，媒体融合实现了从单纯的报
纸文字、广播音频、电视视频到报、网、端，再
到 AR、VR、AI 等技术综合应用的跨越。诸
多科技企业借助媒体，参与到两会中来，将
最前沿的技术融入信息传播的流程，对新闻
报道进行流程再造。借助全国两会的实践
机会，技术与信息的相互推进，商业与媒体
的深度融合，将爆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记者站 jizhezhan001）

配备了5G的
两会报道

AI合成新闻主播
上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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