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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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缴款人徐振宇、赵彩云于2017年

9月19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23600元所出具的票号0899627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以及

2017年11月22日交纳的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19557元所出具的票号

0002077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收据联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

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河南恒之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编号：G10

410105048554604，声明作废。

●虞城县和谐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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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昊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1207387，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平舆县年年红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723NA000426X，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紫砂遇见梨甜
品店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2MA40L4BY
8B）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陈艳红，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丢失，票据代码：410008003，
金额：103857.73元，声明作废。
●刘文献，男，住河南省洛阳市栾
川县城关镇，公民身份证号码
410324197103073719，不慎将河
南大学1995年6月颁发的毕业
证（证书登记第0123918号）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缴款人阿布都拉·沙依木于2019
年4月9日在新郑法院缴纳的诉讼
费3100元所出具的票号0133514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
据联（第一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尉氏县玖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位于尉氏县邢庄乡韩
庄村土地证，证号：尉土国用
（2013）第0968号，声明作废。

联系人:张女士13783629664
张先生15136243019

房 屋 出 租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与西
十里铺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
西 111 号 3 号楼 2 层。面积:约
305平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
育培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敬告：本栏目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
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本栏目刊登内
容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武陟县天宇建材销售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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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捌玖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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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落河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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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众集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410421MA4
73901XF）经成员大会决议即日
起注销，请各债权人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合作社清
算债务债权，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驿城区延城电脑销售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1170261627
0101）经决议即日起注销，请各债权
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合作社清算债务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欣隆五金产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
3XHFCP7K）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由马玉国、齐静静组成，马玉
国为清算组负责人，请各债权人于
2019年12月5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豫AZ8025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27244，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胜势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码4128030037252，财务章
编码4128030037253，法人章陈
华东印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周湾村
大李庄组李新亮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编号411729211
212090130，声明作废。
●虞城县永虞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26日出生的宋念
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51977，声明作废。
●汝州市银河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5日出生的刘轩睿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616947，声明作废。
●2017年1月11日出生的韩梦冉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1151730，声明作废。
●2004年5月1日出生的胡晓婕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5237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杞县辉之宇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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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阳县群慧电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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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纯祖建材销售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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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敏镐建材销售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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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农时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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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利光建材销售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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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18日出生的胡磊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523849，声明作废。
●方城县杨集镇五里庄村亢国云
农村土地确权证丢失，证号豫
(2017)方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第174044号，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香优阁烘焙馆（统
一 代 码 92410328MA44T0UD
31）营业执照正本丢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编号 JY241032800317
28）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繁城回族镇供销合作社
朝民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代码91411122MA3X9
XKK2D，声明作废。
●2019年6月23日出生的杨硕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103639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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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下列非法集资案件已处
置完毕，现予以结案：

大安公司非法集资案件，2015年8
月公安机关立案，2016年11月法院审
结。该案共兑付98万元，现予以结案。

龙豪、四通公司（邢瑞琴）非法集
资案件，2016年10月公安机关立案。
该案共兑付40万元，现予以结案。

鼎鑫公司非法集资案件，2017年
12月公安机关立案，2018年12月法
院审结。该案无追缴到资产，现予以
结案。

利群养殖合作社非法集资案件，
2016年6月公安机关立案，2018年4
月法院审结。该案集资群体债权已
转变为股权，现予以结案。

濮阳市处非办
2019年12月5日

濮阳市处非办公告

经核实，我公司李小三等42名职
工，一年内连续旷工时间超过30天，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公司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二）项规定及本人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第十条（二）项规定予以解除劳动合
同。特通知这些人员（名单附后）在本通
知登报后之日起30日内，来我公司办理解
除劳动合同及社保转移手续。

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通 知

人员名单：

李小三 马强 李明 刘水 毛红宾

孙磊 王林峰 郭天更 郑坤 韩继辉

李志强 赵波 赵玉辉 李朋坤 宋乐伟

杨干子 于重阳 张军伟 张红伟 张帅锋

杨发振 王强伟 董方红 焦向阳 徐卫国

李顺利 梁联营 王小卫 张恒 张向民

王建红 陈超 赵军 李喜功 李文坤

周会涛 梁雷雷 董书勤王鹏潞郭东锋

梁利军 陈余飞

▲12月4日，宁陵县法院组织干警开展宪法宣传进社区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何永刚 通讯员 边丽娜 摄影报道

▲12 月 4 日，汝州
市检察院组织干警开展
宪法宣传活动。河南法
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范晓娜摄影报道

▲12月4日，郑州市公安局柳林分局在辖区开展宪法宣传活
动。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通讯员 张娟 摄影报道

▼12月4日，郑州
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
组织民警开展宪法宣
传活动。河南法制报
记者王富晓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