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邑建业置业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编号 4114260014667）
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28日出生的陈
思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546191，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益帆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DC1129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0423016668，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6日出生的王晴
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76433，声明作废。
●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柘城分
公司豫NT060挂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1424004243，声明作废。
●2014年1月28日出生的郭钰
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57348，声明作废。
●新密市朵朵小吃店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0183M
A9F1QFGX2，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顺鑫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DZ9703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0423016523，声明作废。
● 公 告
陈杰（原南阳启美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
行规定》相关规定，限你于2020
年7月3日前，到南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宛城分局经检一队，就
你公司注销一事接受调查。联
系电话：0377-63201179；地址：
南阳市仲景北路尚庄31号。
●西平万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QD8183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29460，声明作废。
●张玉堂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328626125385，声明作废。

●郸城县鸿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600万元减至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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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天晴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0324MA46XK2T4J）
经股东会研究，同意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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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鸿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6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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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合众能化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2008万元减至100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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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甲天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324MA3XCD
AP1R）经股东会研究，同意拟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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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恒达塑化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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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
权，特此公告。
●西华县金茂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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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盛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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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正诚广告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396421
409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由张艳、张学兵组成，张学兵为
清算组负责人，请各债权人于
2020年6月29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人张树才，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14101199910477844），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3年7月9日出生的时一鸣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864184，声明作废。

●郸城县中锐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5MA3
XCHYF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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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红旗区文化街办事处劳
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拟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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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2日起9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文化街办事处社
区服务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
月12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文化街办事处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拟向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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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2日起90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芽芽梦想艺术培
训中心，登记证号，52410105MJ
F7731495，经理事会同意决定清
算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
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联系人，
马宛蜻，联系电话：13598862646。
●信阳市浉河区季丰生态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成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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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鸿锐机动车环保检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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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鼎邦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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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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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捡拾人：周桐
宇；性别：男；年龄：
8岁。2013年11月
7号被发现遗弃在
河南省周口市扶
沟县柴岗乡支亭村西河边。被
扶沟县柴岗乡支亭村村民周全
礼捡拾并一直抚养至今。现进
行公告，如有其生父母和其他
监护人信息或其他相关线索，
请及时来电。来信向公安机关
反映。请联系：河南省周口市
扶沟县柴岗 派 出 所 ；电 话 ：
18538638973；来信地址：河南
省周口市扶沟县柴岗派出所；
邮编：461300。

公示时间：2020年6月26日
至7月27日

寻亲公告

●泌阳县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113000360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谢建雷，身份证号：
41132219881215205X，于 2018
年6月23日购买龙湖锦艺城
SOHO-1331 户，首付款收据
和维修基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1719550，金额：捌万陆仟元整
（86000 元 整 ）、收 据 单 号
1909284，金额：58413元、收据
单号 1710694，金额：3675 元，
此三张收据丢失，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兹有商城县药铺农业经济合
作社公章（防伪号 411524001
0701）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4月18日出生的豆子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719157，声明作废。
●2015年1月19日出生的王子
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77408，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2日出生的韩立
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114079，声明作废。
●2017年5月4日出生的孟辰
出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022423，声明作废。
●2016年7月5日出生的陈家
宝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273235，声明作废。
●本人张翠芹因不小心丢失信
华城四期城誉排号金5000块钱
收据和认筹单，收据单号为
4953362，2020年6月6日当日排
的号。现申请登报遗失声明。
●舞阳县恒大家俱厂公章(编
号：4111210018919)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周口市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豫
P4K53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221507，声明作废。
●鹿邑县高集乡私立惠民幼儿
园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一份，许可证编号:JY3
4116280039340，特此公告。
●舞阳县永盛汽车钣金喷漆发
票章（编码：4111210015308）因
合证，声明作废。
●李昊洋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 F410724800），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刘芊雅《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U410025288丢失，声明作废。
●葛永强，郑州市公安局民警，警
官证(警号016771)丢失,声明作废。
● 西平华园物流有限公司豫
QR216—豫 QR282 营运证遗
失，证号：411711027505、411721
027504，声明作废。
●舞阳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公
章（编号 4111210031090）、财务
章（编号 4111210031091）作废，
声明作废。
●牛其东伤残人民警察证丢失，
证号豫警非R001514，声明作废。
●郑州市火车站地区珂馨日用品
商 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0100MA43QXM5XR ，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深圳研源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项城分公司发票章（编号411681
0008463）、财务章（编号41168100
08461）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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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中牟县禁毒委员会、中牟
县公安局在新世纪广场联合开展“绿色无
毒·健康人生”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王发明摄影报道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司法局南阳新
村司法所联合郑州市石佛强制隔离戒毒
所，在校园门口附近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近日，渑池县法院在人流密集的广
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代文官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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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第 33 个国际
禁毒日来临之际，南召县公
安局积极开展以“绿色无
毒·健康人生”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6 月 24 日，县公安局在
县城滨河广场设立咨询台、
宣传展板，发放彩页和手册
给前来学习咨询的广大居民

和青少年，向他们介绍认识
新型毒品的种类和滥用毒品
带来的危害，号召广大群众
共同参与到全民拒毒、禁毒
的行动中来。县长方明洋，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孟宪
英，县公安局局长姜江及县
禁毒委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禁毒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大家纷纷在“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我先行”签名墙上
签名，为“禁毒从我做起”营
造良好的氛围。

2019年以来，该局持续
组织民警进校园、进社区、
进公共场所等，开展形式多
样的禁毒宣传，“全民禁毒
工程”成效显著。（杨宏）

领导带头签名“禁毒从我做起”南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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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郑市公安局的禁毒宣传进学校、进工厂，甚至在街头广场摆起了“地摊”，让禁毒
宣传更接地气。图为禁毒民警向群众讲解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楚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