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况：本次南阳唐河天润仪马100兆瓦风电场
220千伏送出工程起于南阳唐河天润仪马100兆瓦风电
场220kV升压站，止于220kV宗璞变电站，路径长度为
19.9km；220kV宗璞变电站扩建1个220kV出线间隔。

二、对环境造成影响：运行后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有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及噪声等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影响对策及措施：在线路选址
中避让环境敏感区，尽量避让居民密集区，采用合理选
线，控制送出线路的架设高低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等措施。

四、环评结论：落实各环保措施后，满足国家环保标
准要求，从环保角度分析工程建设可行。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南阳润风新能源有限公
司；地址：南阳市唐河县产业集聚区工业路中段；联系
人：郝经理 电话：13203867330

六、查阅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形式和时间：公众可自
公告之日起10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信件向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查阅环评报告或提交意见及建议。

南阳润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4日

南阳唐河天润仪马100兆瓦风电场22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河南洁静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俊峰诉你单位关于工伤赔偿

及经济补偿金争议一案【金劳人仲案字（2019）
第2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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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4日

公 告

●武陟县君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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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丰泰三生农业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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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银桂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5908

354883）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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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豫源木业加工厂经投资

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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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人司张平，

家住巩义市芝田

镇 蔡 庄 村 ，于

2012年7月21日

在自家果园捡到

一刚出生女婴，身体健康，收

养至今，取名杨嘉怡。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即日起持有效证件与巩义市

芝 田 镇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

0371-64136009。

●杞县旺润养殖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21NA001049X，声明作废。

●河南民生物流有限公司豫

QD0773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24006，声明作废。

●杞县宗店乡启蒙小学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遗失，证号524102

21MJF883612DU715J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N6729 道路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4012511，声明作废。

●西峡县鑫豪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323MA3XDLPK3X声明作废。

●漯河顺发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 LK7218（411102013871）、豫

LM298 挂（411102018266）、豫

LM9982（411102018268）营 运

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2013年1月7日出生的张雅婷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384913，声明作废。

●2018年11月22日出生的余诗

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590467，声明作废。

●2018年8月27日出生的黄清

灵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116563，声明作废。

●2009年10月25日出生的刘晨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727533，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秋芳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05600

048623，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花花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03630013957，声明作废。

●2014年2月7日出生的李佳驹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918034，声明作废。

●鹿邑县卫真办事处财务会审

会签章丢失，编号41162800089

91，声明作废。

●2012年12月9日出生的李玬

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16041，声明作废。

●信阳市第二建筑安装公司工

业城项目部公章（编码4115010

020940）丢失，声明作废。

●上蔡济民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正副本丢失，登记证号

52411722665983654X，声明作废。

● 公 告

平舆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拟将坐落在平舆县解放街西

段南侧的房产，房权证号（第201

500689）抵押贷款，现已向我办退

出抵押贷款登记申请。根据

《房产登记办法》和《房地产登

记技术规程》等规定，现予公

告。若相关厉害关系人对该房

屋有异议，自公告5个工作日内

持相关证明和证件向我单位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

成立，我单位将为其办理房产抵

押登记手续。电话0396-5022403

平舆县房产管理办公室

2020年8月21日

●河南平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P0W19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44518，声明作废。

●兰考县仪封乡三合庄七组村民

景爱梅，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证书编号：NO.J410225009

7835流水号：097835声明作废。

●司春燕，河南信心律师事务

所，2020年8月1日因保管不善

遗失河南省司法厅2015年6月

24 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律

师执业证号：141012015115168

93），特此声明作废。

●樊子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859481丢失，声明作废。

● 成立公告

依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同意下列一

家单位在伊川县民政局注册登记。

单位名称：伊川县智慧源幼教中

心，单位证号：52410329MJY5164

89C，法定代表人：王庆伟，地址：伊

川县平等乡古城村影剧院北50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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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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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原公章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日出生的孙钰钦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783416，声明作废。

●2012年2月1日出生的赵紫言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L411711691，声明作废。

●鹿邑县东方中西医结合医

院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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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语揽客、看图选货、网络交易

“某品牌名酒，2016 年，53 度，
500 毫升，6 瓶，83000 元。”记者在

“京东拍卖”网络平台上见到，这款
酒起拍价比同款商品市价高出数
倍，还标有拼音字母暗语。经业内
人士指点，记者发现，常见的揽客
暗语均是在暗示商品的“专特供”
属性。业内人士称“这是为了避开
网络平台技术监管”。

记者还发现，在闲鱼、转转等
二手交易平台上，一些卖家在用暗
语揽客之后就会通过私信发送商
品图片供买家选择。

真是“专特供”名酒吗？

据中国收藏家协会烟酒茶艺
收藏委员会副会长陈凯铭介绍，有
些所谓“专特供”名酒是过去产物，
2012年后已对此严查严禁。

“现在的真品大多是当时残存
的一小部分。”陈年老酒鉴定专家、

国家一级品酒师刘海向记者透露，
据他的经验，从网店流通入手的此
类酒品八成都是假的。

记者从一名“高仿”名酒定制销
售人员处得知，当前制作假“专特
供”名酒需求“挺旺盛”，他们有专门
的流水线和模式满足客户需求。

陈凯铭告诉记者，个别地方存
在制售假“专特供酒”产业链，花点
钱就能买整套包装，包括酒瓶、酒
盒、防伪码全套产品，灌装什么酒
都可以。多名卖家告诉记者，购买
者当中的大部分是为了“送礼”。

对如何鉴定酒品真假的问题，陈
凯铭、刘海等多名专家均表示目前并
无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专门技术手段。

酒可能假但责任必须真

多名专家均表示，不少所谓
“专特供”名酒仅是“打个名头”名
不副实，有的甚至质量低劣。

“以标榜‘专特供’为荣，背后是
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中国人民大

学纪委办副主任王旭
教授建议，各级监察委可
将此类现象纳入日常监督
重点，通过巡视巡查、信访处理
等发现线索，加强对公职人员尤其
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追责，消除
特权思想、警惕奢靡之风、防止利益
输送。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
专家邱宝昌表示，虽然拍卖法规定了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
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但在声明不免责的
同时进行虚假宣传同样不合法，应承
担法律责任。他强调，卖家不能自我
免除法定义务，其对所售产品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不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部
分商家在网络平台销售法规政策
禁止售卖的物品且涉嫌虚假宣传、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监管部门可
对其处以行政处罚。

（据新华社电）

“八成是假货”“九成为送礼”“十分不靠谱”

标榜“专特供”名酒
网络交易

记者近期发现，多家网络平台
上有卖家经营“专特供”名酒。

早在2013年，国家多部门就对
“利用互联网销售滥用‘特供’、‘专
供’等标识商品”进行了集中清理整

顿，并明确发文“严禁中央和国家机
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

这些所谓的“专特供”名酒是真
的吗？货从何来？怎样交易？新华
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