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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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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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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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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
亩,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

售，电话：18003711111。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新乡市鑫诚饲料有限公司拟

注销。望债权人速到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

●新乡市红旗区河珊影视器材

有限公司注册号：4107021
00013955拟注销，望债权人

速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减资公告:郑州汇隆新材料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590
万元减至2000万元，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对

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权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做

出决定，并于上述期限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

为其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邵晓刚2019年9月30日。

声明

●漯河市临颍县人民医院刘培

沛，护士执业证书遗失，编

号201241006393，声明作废。

●王青宇遗失河南省清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都会

轩楼盘1-1-2609号房购房收

据2份及维修基金收据1份.购
房收据票号:4009776,金额:
275200元;票号:0005983,金
额:63133元;维修基金票号:00
03112,金额:5809元,声明作废。

●范新伟遗失项城市福德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原

件，票号：5021407，金额：

10万元，现声明作废。

●本人:李道煌(身份证号:410
202199412302015),因保管

不慎,遗失河南锐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收据,收据号000
0899,房号:开封宸院一期14
-1-102,金额20000元,声明

作废,特此公告。

●郭建业，男，医师资格证，证

书编号：201541110410223199
008160539，发证日期：2015
年11月30日，丢失时间2019
年8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张严,身份证号:412727
199102166587.因保管不慎,
将大正鲲园项目于2018年12
月20日开具给本人的预约保

留金收据(收据号:6144009,
金额:56000元)遗失,现声明,
该遗失收据就此作废。

●周口旺佳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602MA3XF9WQ5P)副本,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0800024600
01)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美景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623MA40PDCG32)副本,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080002610
801)、公章和法人章（法定代

表人:张广丽）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双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01000228571)
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斌，河南职工医学院中

西医结合专业毕业证遗失，

证书编号5128812010060030
05，声明作废。

●王子炀0561431号税收交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海富矿山机器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823174275120正本丢

失,原公章丢失，特此声明。

●梁磊不慎遗失郑州港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9
月9日开具的收据一张，票

据号：0295711，金额：20000
元，声明作废。

●新乡市凤泉区润泉水业有限

公司不慎将税控盘、发票章

（编码4107000143978）公
章(编码4107000095031)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东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范新伟遗失项城市福德置业

有限公司开的购房收据,号5
021407金额10万元声明作废。

●江一苇(2014年10月3日出

生)编号为O411203970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建材上悦城小朋友童装

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MA
44YBGL7P，声明作废。

●中牟县舒心蚕丝被加工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22
MA3XH25Q5P营业执照正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小张家经营部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2MA40
YJHT7Q)声明作废。

●南阳理工学院刘惠玲中级资

格证书遗失。资格证取得时

间:2006.12、资格文件号:宛
职改办(2007)15、证书编号

C13067060100078声明作废。

●兹有郭占杨丢失开封市新区

中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车位C250收据，收据号88
62460金额壹万柒千伍佰元

整，2861551金额壹万柒千

伍佰元整，声明作废。

●本人王春英,不慎遗失河南置

业有限公司,2014年8月27日，

办证费收据号码1316860，金
额60元，特此声明丢失。

●本人陶瑞丽，身份证号410222
198810064666,于2017年12月
13日购买龙湖锦艺城锦恩置业

44号楼1902号,收据丢失,收据

号(维修基金):1705328，金额:
伍仟柒佰壹拾玖圆整，5719元;
收据号(首付款):1705073,金额:
玖万柒仟柒佰伍拾捌圆整，97
758元。此收据作废，由此产生

的一切结果由本人承担。

●购房人张少奎身份证号码41
102419870410863X，订购永

丰乐城阳光里29栋1单元8层
02号房，因本人保管不善，将

该房屋收款收据定金20000元，

票据号:6700500;首付款141432
元，票据号:6701950;维修基金

5760元，票据号6701951原件遗
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河南三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0310
00663801,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葛支行，账号:
249417647976）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方寸物资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8
MA442FYA8P)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欧班供应链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码

41010349104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郑州中环旺洁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和财务

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一品快餐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号JY2
4101810001731声明作废。

●郑州世贸购物中心B5303李
巧利于2019年6月26日缴纳

装饰保证金2000元票号182
4500，声明作废。

●洛阳黑马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财务章（4103050156809）
丢失，声明作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文图

本报讯“按照目前的工程
进度，信阳历史上首次集中供
暖，将于12月1日正式开通。”
9月26日上午，大河报记者来
到信阳市平桥区昌建·欧洲故
事、昌建·誉峰小区，了解今年
冬天集中供暖的具体情况，在

小区大门口，记者看到信阳热
力公司设立的临时业务咨询服
务处，不断有居民走过来咨询
今年冬天供暖事宜。自5月份
信阳热力公司施工以来，一期
工程开始在平桥区、羊山新区
紧张有序进行。首次实现供暖

的区域为平桥区昌建·欧洲故
事、昌建·誉峰、台北城上城、华
星、世纪花园等几个小区，今年
冬天信阳的老百姓就能享受到
期盼已久的暖气了。

在昌建·欧洲故事小区东
门的龙东路，敷设DN300热力
管网，目前正在紧张进行中。
在欧洲故事小区内湖边散步的
居民告诉大河报记者：信阳的
冬天又湿又冷，早都听说信阳
要供暖，说了十几年了，也没见
个动静，今年终于能用上这集
中供暖了，家里有小孩，每到冬
天都冷得受不了，都非常期待，
积极支持集中供热这项民生工
程快点完成。

集中供暖相比自己用电和
用天然气取暖更加安全舒适，
而且使用费用非常低。小区居
民曹女士告诉大河报记者：“老
百姓过日子都要精打细算，我
们虽然注重生活品质，家里也
装了壁挂炉，但是烧天然气取
暖太贵了，冬天都不舍得开，最
冷的时候开一个多月，要花
3700元钱左右，我们是希望能
以最少的钱带来更大的方便和
舒适。集中供暖主要是后期使
用费特别低，我们都想用。信
阳今年终于也可以用上集中供
暖了，今年过年，就可以让孩子

们回到信阳在家里住了，不用
再去外面的酒店住了。”

城市集中供暖是重要的城
市基础配套设施，也是人民群
众的迫切愿望和需求。信阳热
力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自9月
份开始，平桥区已有4670户居
民签订用热协议。

据公开资料显示，信阳市
集中供热主热源为平桥区大唐
华豫电厂余热，属于热电联产
项目。该项目共投资289513
万元，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工
程建设期限2019-2020年，主
要覆盖平桥区及羊山新区。二
期工程是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
以浉河区作为重点发展区域，
兼顾发展羊山新区和平桥区，
建设期限为 2021-2025 年。
三期工程是在一期和二期工程
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工业城西
区和工业城东区，建设期限为
2026-2030年。

信阳市集中供暖能够顺利
实施，其过程颇为复杂。早在
2016年，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
就督导中心城区分包联系重点
项目建设时强调，城市集中供
热工程关系企业发展，事关全
市人民生产生活，乔新江对此
高度重视。2019年9月9日下
午，信阳市长尚朝阳及市直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深入中心城
区集中供热重点民生项目施工
现场，检查督导项目施工情况，
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部署下一步工作推进措施。

热力公司工程部赵先生告
诉大河报记者，目前一期工程
施工进展顺利，今年热力管网
的施工达到24公里，将覆盖建
筑面积近 500万平方米。预
计，今年有4个小区可以首批
实现供暖，共134栋楼，97万
平方米，惠及约6500户居民。

据@信阳热力微信公众号
介绍，信阳集中供热采暖期为
每年的11月23日至次年3月
7日，共计105天。

经信阳市物价部门核定，
热费收费标准为：民用0.21元/
㎡/天；商用0.32元/㎡/天。按
照这个价格计算，100平方米
住宅，一个月24小时不间断供
热，采暖费630元。

信阳热力公司相关人士表
示，集中供热在信阳普及后，不
仅能够显著降低单个家庭的冬
季采暖成本，提升信阳人民生
活品质，从宏观上看，以华豫电
厂为主要热源，能够实现能源
的充分利用，从而实现环保及
节能减排的巨大生态效益。

不断有居民来签订用热协议

信阳首次集中供热12月1日开通，民用收费标准为0.21元/㎡/天

今年6500户居民将首批享暖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