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12日出生的郝
绍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724514，声明作废。
●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黄庄林林
家电经销部通用机打发票丢失2
份，发票代码141001320043，票号
15722641，发票代码141001720
043，票号03169156，声明作废。
●郑州市同祥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6100000906，声明作废。

●邓州厚德中医医院遗失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号：
XXXXXXXX-X41138117A2
101,另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113810015581，声明作废。
●安阳县蒋村镇西蒋村秀红日化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22600080062，声明作废。
●新蔡县公安局张春雨警官证不
慎丢失，证号075912，声明作废。
●登封市卢店镇秋之梦培训中心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丢失，法
人：范丽霞，教民证号141018570
000049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29日出生的王浩然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1443840，声明作废。
●信阳辰立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河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代码4100
173320号码15349055声明作废。
●开封市好医生奥福康医药零售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02
04779419146U）遗失，声明作废。
● 公 告
我单位员工邱俊格(身份证号:
410421200005116042)因你违反
学校规章制度，请你于 3 个工
作日内到学校解除聘用合同，
逾期将予以开除，并保留追究
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公告!
肖邦少儿艺术学校2019年6月12日

●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小门
砦小学、开封市祥符区杜良
乡马店小学、开封市祥符区
西姜寨乡第三初级中学、开封
市祥符区刘店乡张庄小学、开
封市祥符区刘店乡黄庄小学、
开封市祥符区袁坊乡第三初级
中学，以上学校，拟向开封市祥
符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6月10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祥符区教育体育局
2019年6月12日

●武陟县金洋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NA000506X，声明作废。

●周口金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3H23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62985，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至运输有限公司豫

P1D025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7610，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华源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豫PJ8550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0750，声明作废。

●周口市鸿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3Y06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2354，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平顶山分公司

宝丰公司，收款收据，代码2001，号

段为410207225661-41020722

5662，410207225656-41020722

5659,410207225244；付款收据，代

码 2011，号段为 410211246790，

410211246733，410211245354，

410211246801，410211245871，

410211246811；机打发票，代码

2088，号段为2410014404000130

0638，24100144040001301038，

24100131019000336668，24100

144040000581724，2410014404

0000581596，241001310190003

36669；安心贷A，代码6367,号段为

410400007509，410400007514，

410400062445 ，410400062484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西峡县银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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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精业机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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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协捷机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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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江左同合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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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水县鑫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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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百全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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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市同祥贸易有限公司注

册号 410106100000906 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赵明、商中秋、王松森等人

组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838278072)。

●社旗县玉晓机动车辆检测有
限公司（注册号：41132700000
6746）营业执照正本，不慎丢
失，现声明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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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盛达中药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122
4000008940，声明作废。
●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A028挂车辆运输证遗失，证号：
411104007755，声明作废。
●郑州民丰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6000011
381）、公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6 年 8 月 11 日出生的陈
亚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002381，声明作废。
●赵梓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N411415118，声明作废。
●2018 年 11 月 2 日出生的张
楠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596168，声明作废。
●张会锋位于嵩阳路与南环一路
交叉口东南角经济适用房4号楼3
单元5层505的不动产登记证丢
失，证号不动产权第0000213号，
面积111.34㎡，声明作废。
●2013年6月9日出生的梁辰
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99057，声明作废。
●2013年3月7日出生的李以
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390880，声明作废。
●2017 年 4 月 18 日出生的丁
引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815008，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浩源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豫DN597挂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0423015492，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靳次红木制品加

工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328690062924，声明作废。

●2018年3月9日出生的赵璟

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42999，声明作废。

●2019 年 2 月 27 日出生的王

泽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188059，声明作废。

●2013 年 1 月 29 日出生的李

长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747438，声明作废。

●漯河市利源运输有限公司豫

L11677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2009711，声明作废。

●鄢陵县中恒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豫 K37332 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1024005870)声明作废。

●2016年5月8日出生的纪宇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923253，声明作废。

●2009 年 8 月 18 日出生的孙

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52010，声明作废。

●项城市郑郭乡建鑫养殖场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1681625138025，声明作废。

●2014 年 2 月 11 日出生的金

智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134569，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20日出生的何

明臻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84053，声明作废。

●汝南县盛鑫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整减至36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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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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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制度要求，取得所在国教师资
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
语言教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
历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各类教
师资格证书五花八门，有的甚至
可在网上随意购买。

记者在淘宝网上找到多名
卖家了解到，在美国代考TES⁃
OL 证书——对外英语教学证
书，价格为 9366 元，需两周时
间，而直接在中国购买价格为
6300 元，周期比代考短，且“办
理工签没有问题”。

记者拿着某英语培训机构
提供的外教TESOL证书，向美
国 TESOL 中国总部项目负责
人李彬求证。他表示，颁发该
证书的机构总部设在泰国，从
域名和证书内容判断，该机构
及证书不具权威性。

李彬表示，市场上此类证
书版本五花八门。相关部门检
查时，机构或外教会提供各种
证书，但因技术条件所限，工作
人员往往无从判断真伪，也无
法核实证书颁发机构的资质。

（据新华社）

外教市场火爆
有多少是靠谱的？

“打着欧
美外教的旗号，一节课二

三百元，几个月过去却没什么效
果。”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持
续火爆的外教市场存在诸多

不规范的现象。
记者走访多家英语

培训机构发现，普通中教英
语培训课程费用约为每年1万
元，外教授课则高达2万元至3万
元。“欧美外教”课程更是费用高昂，
有些地区市场价格高达“一节 200 元”

“每小时500元”“6单元课12229元”等。
记者调查发现，与繁荣的市场、高昂

的收费不相匹配的是，不少外教连基本
的资质都不具备。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规定，外
国语言教学人员属于 B 类外国专业人
才，在国内上岗，必须取得工作许可，原
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取得大
学学士及以上学位，具有两年以上语言
教育工作经历。

记者调查发现，母语非英语、低学
历、无经验的英语外教在市场上并不少
见。外籍人才招聘平台“聘外易”的一名
顾问告诉记者，有的地方 80%的外教都
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深圳一家英语培
训机构的负责人称：“经常有其他国家人
士被包装成英美国家外教，反正客户不
会查护照。”

动辄
数万元学费

无资质外教是如何上岗的？

专家建议，要严查中介机构隐瞒、伪造外教身份、学历和工作经历等信息的行为。用人单位在聘请
外教时也要加强对外教人员的出入境资料、教育资格等审查，把好最后一道关。未来，应建立外籍教育专
家信息和公共就业平台，实施外籍教师资质评审登记和分级就业指导，通过公开披露信息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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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力争明年9月底前
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新增通客
车建制村2944个，其中贫困地区1698
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
到 98.02%，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有序推
进，力争 2020年 9月底前建制村全部通
客车。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当
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通运
输部已经连续5年将建制村通客车作为更
贴近民生的实事大力推进，平均每年完成
通客车建制村7000个以上。

据新华社电《王者荣耀》玩家要注
意了，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高港分局最
近破获一起新型诈骗案，相关犯罪团伙
以“免费代练”为幌子，骗取《王者荣
耀》玩家微信账号和密码后，向其亲友
群发信息实施诈骗。

记者从泰州市公安局了解到，这一
犯罪团伙短短3个月内在全国25个省
区市骗取了114名游戏玩家微信账号
与密码，骗取和盗窃386名受害人23
万余元。截至6月10日，警方已将
1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警惕“代练”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