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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公告

●注销公告:河南玥银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11122MA480G38
X7），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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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 公告
郑州淼鑫科贸有限公司（税
号 91410102735528834C）旧
公章已缴销、公章缴销证明丢
失，特此声明。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赵静:本委受理申请人河南新
田置业有限公司与你方商品
房买卖合同仲裁案[(2019)郑
仲案字第1224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2019)郑仲裁字第 1224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声明

●郁国彦，身份证号:41010219
7110253516，将郑州元发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0068878
号金额为 5000元；0072974号
金额为 2115378元；0072981号
金额为9197元的收据（客户联）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郁乐，身份证号:4101021988
11140236，将郑州元发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0072975号
金额为 2109010元；0072980
号金额为 9197元；0068876号
金额为5000元的收据（客户联）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陈德军，身份证号:64010519
7608090314，将郑州元发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0072973
号金额为 2119623元；00729
82号金额为 9197元；0072838
号金额为 5000元的收据（客户

联）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为R410962976,姓名户

浩润,出生日期为 2018年 4月
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康康，身份证号41270
2198807188119由于本人保管

不慎，将2016年09月17日与郑

州润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

《百度饮品特许协议书》遗失，

合同期限2016年09月17日-2018
年09月16日,合同地址：河南省

周口市项城市正泰路第二高

级中学对面,现声明此协议作废，

郑州润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

及郑州润圣商贸有限公司不再

对该合同负任何责任。

●张慧梅坐落于巩义市学前街

3号 2号楼付 29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022782
号）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科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陈小江 4101000
211212),声明作废。

●本人马亚梦,身份证号 41012
2199506072927,遗失浩创梧

桐郡三期33楼1单元1002号购

房收据(收据编号 0013018,金
额 50000元,开具收据日期:20
17年 8月 29日),现声明作废。

●本人:胡嘉明,身份证号:410
182198611091451,本人;刘
丹,身份证号：4102241990
10125421,遗失浩创梧桐郡

79号楼 2单元 402号购房收

据(收据编号:0000140,收据

金额:77916元,开具收据日期:
2016年 9月 6日),现声明作废。

●郑州赛依德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4101220055988)
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L411017087,姓名刘怡

凡，出生日期 2011年 7月 2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我单位河南豫商石业有限公

司账号：1702022609200014
319，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军区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01528
5402遗失，声明作废。

●新乡县合河乡瑞涛货运信息

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721600062412,声明作废。

●本人赵书营，不慎遗失河南

豫发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28日开具的维修基金收

据（票据号：0249841,金额 91
33元），声明作废。

●编号L410067606，邵君山，

出生日期 2011年 4月 16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遗失声明：冯悦遗失武陟县

亿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房收据，金额三千元，

编号 4016509,声明作废。

●偃师市佛光东山石料厂开户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核准号：

（J4931000802201）声明作废。

●河南祁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新乡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助富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4103230011081）丢失,声
明作废。
●单证号1711553092保单号80
5112017410183018876遗失，
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永吉服饰商行
（注册号：410303690139331）
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证号：411528199001176
22X）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伟泽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证,车辆号牌:豫A0
917K(黄色),证号豫交运管郑
字410114002030号,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悦乐便利
店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朱志鹤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
校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 113291201
206002005声明作废。
●天途路业集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1057932287
09N声明作废。
●开封市开发区欣栎蛋糕房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0200MA44
TBE21D声明作废。
●编号为 1410930312，姓名为
孟娅如，出生日期为 2008年
5月 2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华建勇遗失河南省人民医院
开具的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张,
票据代码豫财 410214票据批
次TD[2018]票号 0395349金
额 6207.51元，声明作废。
●郑州荣益通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10017217502账号 1702
020509020172004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建设路支行，声明作废。
●赵惠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 410102003865）
遗失，特此声明。
●徐敏01289617号税收缴款书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康岩军不慎丢失河南荣威置
业顾问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编号:0014020金额:五万元
整；编号：0014365 金额：九百
一十八元整；编号：0016109 金
额：五万元整；编号：0013195
金额：五万元整；编号：00115
10 金额：七万七千元整）共 5
份，声明作废。
●本人夏江枫在2020年6月24
日 14:00点至 19:00点间.于襄
阳铁四院附近(钻石大道与西
湾路附近)前往襄阳站途中不
慎丢失身份证(号 411403199
60310815X)铁路职工工作证
及通勤乘车证 声明作废。
●河南叁昇百货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章编号:411501008
9286）一枚，声明作废。
●潢川县基建标准定额管理站，
工作人员，蔡明（身份证号:4
13024197911240032）于 20
13年中下旬离开单位，现联
系不上本人，单位现在需要
办理社保事宜，请本人七日
之内速与单位联系，逾期不
到，将按本单位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声明。
●本人:朱继军,身份证号:4127
23197302160054,遗失浩创梧
桐郡 62号楼 1405号购房款
收据( 收据编号 0018505,收据
金额 202508元,开票日期:2016
年 12月 4日);定金收据(收据
编号 0024331,金额 20000元,开
票日期:2016年 8月 28日);维
修基金收据(收据编号7043142，
金额 4110元,开票日期:2016年
12月 4日),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群鑫日用品
店(注册号410101600110506)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新瓷装饰材料

商行公章（编码 4103030144
906）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仁安汽配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0122MA43
2FU776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因本人陈化卿保

管不慎,于 2020年 6月 26日
遗失建筑施工企业项目主要
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证书编号:豫水安B(2017)
01584,发证机关:河南省水利

厅,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日，

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心扬宝贝儿

童摄影店(注册号 410101600
27122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倪春英遗失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东院区开具的 2019年
12月 16日-2020年 1月 18日
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票号 0123933，金额 36237.
17元，声明作废。

●井鑫鹏(身份证号4102211996
10059879 )遗失梧桐郡63-704房
收据,编号0013924金额20000元,
日期2017.6.15;编号0016903金
额 20000元,日期 2017.12.17;编
号 0009921金额 20000元,日期
2018.7.5;编号 8000878金额 15
000元,日期2018.12.31声明作废。

●常鹤鹤(身份证号4107271989
10146924 )遗失梧桐郡63-502房
收据,编号 8000836金额 41000
元,日期 2018.12.31;声明作废。

●陈敏(身份证号410221196803
147687 )遗失梧桐郡63-702房收
据，编号8000839金额40000元，
日期 2018.12.3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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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服装直播日”首站活
动在驻马店市西平县成功举行，西平
县公安局成立了安保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精心部署和严密实施，确保了活
动的成功举办。（刘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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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直达杭州车次可以买票了
商合杭全线贯通 从商丘出发1小时到阜阳，2小时15分到合肥，4小时到杭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曦 实习生 刘硕

本报讯 6月29日，记者从商丘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商合杭铁
路全线开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商合
杭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后，从商丘出发1
小时到阜阳，2小时15分可到合肥，4小
时可到达杭州，乘坐商合杭高铁还可直
达安庆、厦门、温州、福州、上海等地。
商丘至芜湖、宣城实现高铁相通，相比
以前用时减少一半以上。

商丘火车站副站长朱新军告诉记
者，7月1日商合杭全线贯通后，商合杭
高铁将由目前14对增加至19对，商丘
枢纽普速与高铁合计开行187对，杭州
方向列车由目前7对增加到11对，途经
商丘站经商合杭高铁至杭州、杭州东7
对，其中，G3198次用时最短，商丘到
达杭州东4小时18分，使商丘枢纽地位
进一步提升。

记者通过12306官方网站查询看
到，目前G3113、G3195等列车已经可
以购票了，其中商丘至杭州用时约4小
时18分，二等座售价391元，途经阜阳
西、合肥南、芜湖、宣城等地。对于商丘
市民来说，实现了商丘至芜湖、宣城站
高铁相通，目前，商丘普速到达这两个
地市运行时间是7-8小时，高铁开通后
运行时间缩短至3个多小时，压缩将近
一半的运行时间。

商丘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刘远介
绍，作为“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
铁路客运干线，商合杭铁路全长794.55
公里（安徽628公里、河南商丘47.99公
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超过
900亿元，是我国高速铁路“八纵八横”
路网规划和北京至香港九龙高铁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该铁路商丘段全长47.99
公里，总投资92.45亿元，于2015年12
月份开工建设，2019年12月1日商丘
至合肥段正式开通运营。商丘境内共
设置高铁站两座：商丘站和商丘东站。
商丘站是商合杭铁路的起点站，和既有

的陇海普铁客运站、2016年9月10日
开通运营的郑徐高铁站并站设置，形成
了“三站合一”（9台23线）的格局。

商丘站、商丘东站目前设进站实名
制验证闸机10台、候车厅检票闸机26
台、出站验证闸机8台，可以满足旅客
持二代居民身份证快速进出站的需求。

12306网站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