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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寻亲公告
●张芳芳，女，汉

族，1982年2月14

日出生，家住卫辉

市贡院街14号，

该人在2017年6

月16日在卫辉市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走

失，该人患有精神分裂抑郁症。联

系人：郭合香 电话：15137326422

减资公告

●王静怡《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O41120644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汇能冷暖设备电器有限
公 司行政章丢失，印章编号
4128280015196,声明作废。
●兰考县许河乡张保府村二组村
民李成明，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证书编号：NO.J41022501
49014流水号149014，声明作废。
●兰考县小宋乡西南村六组村民
孔胜利，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证书编号：NO.J4102250082
104流水号 082104，声明作废。
●2013年7月26日出生的夏星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381524，声明作废。
●2011 年 7 月 9 日出生的夏祥
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36397，声明作废。
●2008 年 11 月 13 日出生的焦
识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776578，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23 日出生的吴
浩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70317，声明作废。

●2017年7月31日出生的杨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1153273，声明作废。
●周口市骏通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2A109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59737，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路通货运
有限公司豫P22D2挂营运证丢失，
证号411620081763，声明作废。
●2019年7月31日出生的陈暖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0619680，声明作废。
●豫A2060F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24477，声明作废。
●2011年1月31日出生的贾景
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760104，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5日出生的李亦
珂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28569，声明作废。
●新蔡县鑫运航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72967165083XD，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U115 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1104012330，声明作废。

●河南省垄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在郑州国家发展银行开户备
案的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编
号4128270000990，声明作废。
●2016 年 12 月 10 日出生的鲁
子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81212，声明作废。
●2014 年 1 月 8 日出生的邓正
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66396，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四兄弟餐馆（注
册号410305600012929）、洛阳市
涧西区张振宇涮锅店（统一代码
92410305MA45JLL2X9）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2017年5月14日出生的孙诗
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77983，声明作废。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舞阳县飞亚职业培训
学校准予增加注册资本，统一代
码：52411121MJG413970B，增资
金额4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金为
50万元整，特此公告。
●长垣县公安局李栋警官证遗
失，证号 037764，声明作废。

●舞钢市金叶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0481NA00008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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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阔樽农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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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阳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
（编号4111210017592）、舞阳县人
民医院病案复印专用章（编号411
1210004917）均损毁，声明作废。
●宝丰县康一运输公司以下车辆逾
期未检验，豫D78825、豫D82389，
从公告之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未
来公司办理审车手续的一律作为自
行放弃，公司予以注销行驶证处理。
●周口市航远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92G7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91982，声明作废。
●周口市恒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PP644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78867，声明作废。
●南阳市弘乾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均遗
失，声明作废。
● 通 知
鹤壁市雷鸣科技有限公司：你
公司和我公司签订的《抵押协
议》，你公司已经违约，限你公
司自本通知刊登之日起7日内
联系我公司。逾期按协议处理
你公司抵押的物品。特此通知

鹤壁市增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2日

●刘建领营业执照副本（4116

22621105984）遗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渔湘园饭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122617

321570，声明作废。

●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淮滨县祥云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对公司股权股东法人已转让变

更，现请各方债权人向淮滨县祥

云船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申报，

申报登记时间：2019年9月11日

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共计 45

日。请原有债权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速来本公司申报登记。

联系方式：赵磊 17538397333。

申报登记地点：河南省信阳市淮

滨县顺河办事处顺河街道 2

号码头祥云船厂

●商丘市康元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2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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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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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月20日
起，机动车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选号登记等
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后无须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在10日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
长李江平介绍，今年上半年，公安部推进在机动车销售企业设立
交通管理服务站，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等措施，购车群众领取临
牌后即可上路行驶。

据了解，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上牌一站办结的同时，还将查
验、审核工作前置，实现销售前车辆预查验、资料预审核、信息预
录入。群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当场领取行驶证、登记证书、
临时号牌，正式号牌邮寄到家，变多个环节为一个环节，最大限
度地压缩等候时间，实现登记上牌更高效、更优体验。

据李江平介绍，该措施将自今年9月20日起在直辖市、省
会市、自治区首府市、计划单列市等大中城市率先推行，年底
前在全国全面推行，逐步增加机动车销售企业代办网点数量，
实现服务全覆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除购车上牌一站办结外，租赁汽
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等便
捷快办服务以及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两个教
育”网上学习、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等网上交管服
务也将于9月20日起推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
者从公安部获悉，9月 20日起，租赁
汽车承租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
手机 App 网上查询、自助处理租赁
汽车交通违法。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视员
刘宇鹏介绍，因为承租驾驶人大多既
不在违法行为地，也不在机动车登记
地，没有办法按照现行的程序处理汽
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交
通违法。为此，公安部专门制定了

《汽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办法》。

据了解，对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承租驾驶人可通
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自助处理。
承租驾驶人在违法行为地或者机动
车登记地交管部门窗口处理时，不再
要求提供租赁汽车行驶证，而是由信
息系统自动核对租赁关系。

如承租驾驶人没有对租赁汽车
交通违法及时处理，经过租赁企业的
申请，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将交通违法
记录转移到承租驾驶人名下，并通过
在租赁合同中确认的联系方式，及时
告知承租驾驶人处理交通违法。

■案例

今年5月，南京市浦口区居
民杨某在网上购买了一个电脑
显示屏。隔了数天，快递员将
货送到了杨某手上。当天下
午，杨某收到购买电脑显示屏
的电商平台“客服”发来的一条
信息：“尊敬的亲，您好！我是
您网购商品商家的客服人员，
今天您买的货是否收到？如果
收到，请务必不要打开包装，我
们的货可能存在发货邮递方面
的失误……”

杨某问为何厂家会存在发
货的失误，对方解释：“我们的品
牌销量很大，因人手有限……发
货员一时疏忽，把返修的货品给
您寄来了……请您将货重新寄
回，我们会为您重新发货，您
邮寄的费用我们会在收到货
物后给您返现，并给您适当的

补偿……”
杨某随后根据对方提供的

地址，让快递公司将货物打包
寄了回去。过了几天，杨某发
现之前联系的客服没有跟他联
系，更换的显示屏也没有寄来，
随即向先前购货的网店客服人
员询问更换显示屏的情况。客
服人员说，网店寄出的都是新
电脑显示屏，且杨某提供的寄
回地址也不是店里的地址。意
识到被骗，杨某随即报警。

■警方提醒

网上购物遇到来路不明的“客
服”，切记不要打开这些人给出的
网址链接，也不要相信他们所发的
任何消息。网购时应知晓购物、退
货的一般操作流程，不要相信购物
网站以外的联系平台或者方式，操
作前请向官方客服核实。
（据新华社南京9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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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可通过App处理

网购骗局花样翻新，警方提醒——

小心热情“客服”9月
20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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