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杞县老五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20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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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继亮残疾军人证丢失，证书
编号:豫军P060047，声明作废。
●周口市周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豫
PK989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53058，声明作废。
●周口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豫
P8L65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9492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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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于2019年9月17日13版
见报的昊隆投资有限公司诉洛阳
民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裴建玲、
陈安强、王保敏、尤红旗、张韶辉
民间借贷纠纷公告中，开庭时间

“6时”更正为“9时”。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潢川县公安局张涛警官证不慎
丢失，证号：084776，声明作废。
●郑州中之纪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长垣县宏运蔬菜店，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92410728
MA44HB7Y3F，声明作废。
●河南明耀律师事务所孔令朝律
师证丢失，证号14103201210826
882，流水号10825047，声明作废。
●郑彪，营业执照副本（4102
25618196621）丢失，声明作废。
● 周口市川汇区响当当牛蛙
煲建设路店，公章及发票专用
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5月10日出生的胡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110050，声明作废。
●许晨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T411004046，声明作废。
●张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060740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2011年10月31日出生的高

悦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17051，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李磊（注册号41172

9627104140）、个体工商户李玉英

（注册号411729627187932）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舞阳广播电视网络中心原发

票专用章作废，编号411121000

8132，特此声明。

●杨洁位于潢川县文庙街机场新区

二职高房屋所有权证丢失，证号潢

城房私字第09531号，声明作废。

●商城县小雨天酒店（税号4130

27197009190041）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税控盘于2017年2月丢

失，盘号499920108423，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孙宇豪杂粮煎饼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8690140898，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23日出生的胡宸

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5265，声明作废。

●2011年6月28日出生的徐纵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5314，声明作废。

●河南省绿萱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64000699301，声明作废。

●陈学安，男，身份证号：4111221

97205204457。1990年考入郑州人

民警察学校（现河南警察学院），1992

年7月毕业，毕业证丢失。特此声明。

●张亚萍，女，身份证号：41112219

7007257566。1989年考入郑州人

民警察学校（现河南警察学院），1991

年7月毕业，毕业证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周口富达运输

有限公司豫P3B95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46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潢川县聚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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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婉娘家政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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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兴盛建材经营部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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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众凰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并
成立了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耿莉花
手机：18336329837。
●鹤壁市博思雅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91410600MA441LH5XF）经
股东会决议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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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浩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 P410650106，声明作废。
●2015年6月5日出生的潘安
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71935，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6日出生的李舜
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02476，声明作废。
●息县安泰宾馆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528MA
44LQ7D48，声明作废。
●2005年10月28日出生的赵
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410400485，声明作废。
●2019年8月12日出生的刘瑾
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931704，声明作废。
●2013年3月24日出生的王雨
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92300，声明作废。
●2017年8月13日出生的齐吴
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74319，声明作废。

郑州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进厂诉你单位关

于赵小兰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争

议一案【金劳人仲案字（2019）第

106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

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不领取

即视为送达。不服本裁决，可以自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即发生法

律效力。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2019年9月19日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

上午10 时整在 我公司拍卖厅 ，依法定程序对下
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叶县孟南村占用集体土地建筑的地面
附属物。（保证金：20万元）

2.位于叶县刘庄村和东卫庄村占用集体土地
建筑的地面附属物。（保证金：10万元）

3.机械设备一批。（保证金：2万元）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取。有意竞买者，

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及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拍卖会
报名手续，参加竞买。竞买不成功或拍卖会因故延期
或取消，保证金全额按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 2019 年 9 月 25 日16时止
（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为准，逾期到达的，不接
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912939 ；15738170001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司网址：www.baocaiauction.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5-2832661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9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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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依据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郑公共资源产权
（告）字[2019]096号），特此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价格
1.基本情况
标的一：车牌号：豫A0L529；车型：尼桑牌；发动机号：969497Y；车架号：LJNMFE-

BG69N021369；核载人数：7人；登记证书日期：2009年7月21日；
标的二：车牌号：豫A4L119；车型：轩逸牌；发动机号：105687T；车架号：LG-

BH1AE089Y087930；核载人数：5人；登记证书日期：2009年7月21日；
车辆年检、保险等均在有效期范围内，无违章记录，手续齐全。
2.挂牌价格
标的一挂牌价格为人民币1.0万元，
标的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1.7万元。
二、标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标的已经郑州文化馆内部会议通过，并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
三、公告期、竞价时间及交易方式
1.公告期：2019年9月19日至9月30日；
2.标的展示期：2019年9月29日至30日；如需查看标的，请提前预约，集中查

看，过期不候；
3.竞价时间：2019年10月8日9点00分开始；
4.本次挂牌采取网上交易方式进行，若征集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合格意向受让

方的，采取“网络竞价”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的，采取“场内协议”方式
交易，且协议价格不得低于挂牌价格。

四、意向受让方报名、保证金交纳
1.有意参与的意向方，在充分了解标的基本情况和现状等相关信息后，在公告期内

向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登录注册，注册成功后方可通过网上产权交易系统提交
报名资料。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9月30日11时00分；

2.报名核验通过后，意向方须在公告期内通过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产
权交易系统交纳交易保证金。该两个标的保证金均为人民币1000元，交纳截止时间
为2019年9月30日17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显示到账为准）；

3. 交易活动结束后，未成交方的交易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原渠道无息退还；成交
方的交易保证金在《车辆转让合同》签订并结清全部成交价款后，原渠道无息退还给
受让方；

4.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保证金交纳和退还等要求，请认真查阅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zsggzy.com《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竞价操作手册》；

5.以上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zsgg-
zy.com）产权网上交易大厅《郑州文化馆挂牌交易须知》。

五、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371-67188804
报名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政务中心7016房间
标的展示联系人：王 洋
联系电话：18538100202
标的展示地点：嵩山南路66号
注册、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371-67188807。

2019年9月19日

郑州文化馆车辆转让公告

治国重勋劳。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
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
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
出杰出贡献的模范人物。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功勋模范
人物国家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
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
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即日起，新华社推出系列报
道，重温英模们投身国家建设的
丰功伟绩和可歌可泣的人生故
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模
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在
全社会形成学习典型、崇尚英雄
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激励全国各
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
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今天推出第一篇《于敏，一个
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编者按

他二十八载隐
姓埋名，填补了中
国原子核理论的空
白，为氢弹突破作
出卓越贡献。

他获得“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等崇高荣誉，盛名
之 下 保 持 一 颗 初
心：“一个人的名
字，早晚是要没有
的，能把微薄的力
量融进祖国的强盛
之中，便足以自慰
了。”

他是于敏，“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

1967年 6月 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
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
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
试验成功，美国用了 7 年多，苏联用了 4
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
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
键作用。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
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 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
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
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
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
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
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
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
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
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
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
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 28年隐姓
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

搞这么高级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

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
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
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
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
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群众

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
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
不容辞的使命。”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
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
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
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
干涸。

2019年 1月 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
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
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
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