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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铭：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昊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发志诉你公司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灵敏、樊延利: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方相杰申请执行你们二
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2017）豫0482民初1210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执行，现依法
向你们二人公告送达（2017）豫0482执1348号执行通知书、申
报财产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鸿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亚峰申请执行你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2016）豫0423民初347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0482执198号执行通知书、申报财产通知书、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耿武彪、赵豪豪：本院受理原告裴曾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康锁、酒敏红、赵玉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汝州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峰宾、翟会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州
市支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峰宾、翟会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
州市支行诉刘全保、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会云、李峰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
州市支行诉赵武伟、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丽萍、付承英、蔡军国：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建胜诉你们与平顶
山市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411民初377号民事裁定书和（2017）

豫0411民初37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3民初107号

付瑞君：本院受理的原告邢登峰诉被告郑彦军、付瑞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南阳监狱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涌源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平
顶山市乾慧商贸有限公司、雒爱红、李雪霞、张国军、李国堂、刘
秋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孙培娜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4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丽、刘寅生、高冰、宋磊、刘洋、张英丽：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再就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高生、师彦芳：本院受理原告赵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423民初3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殷海乐、樊秀丽：本院受理殷俊海上诉刘同心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03民终
81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第四、五项，变更第一项为殷俊海
偿还刘同心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变更第二项为殷俊海偿还刘
同心借款110万元及利息，变更第三项为殷俊海偿还刘同心借
款49.1万元及利息，驳回刘同心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强强：本院受理原告韩浩利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005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宜阳县城关镇百姓商城：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
的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申请执行宜阳县城
关镇百姓商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本院依法查封被
执行人洛阳市洛龙区大华机械厂名下的机器设备的市场价及
变现价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五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10时在本院2010室随机选定鉴定评估机构，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评估。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拾营：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杜三
英申请执行王拾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对本院依法查
封的被执行人王拾营名下位于洛阳市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北
侧乾坤御苑5幢1单元3102号房产的市场价值及变卖价值进
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五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
时在本院2010室随机选定鉴定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委托鉴定评估。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段秋红：本院受理黄松峰上诉乔玉彬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豫03民终518号民事判
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营、张晓辉、刘萌萌、马永永：郭海波依据洛阳市洛龙区人
民法院（2016）豫0311民初38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立案执行。因你未按
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
民法院(2016)豫0311执140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凡志习、于建彬:本院受理原告李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926民初
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乃华：本院受理原告刘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茂瑞：原告胡凤春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902民初21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军涛纸业有限公司、王继岭、王亚青：原告程相竹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豫0902民初10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7年7月25日上午10时在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杨广财名下位于禹州市滨河大道
城上城花园住宅小区3幢2单元2-202房不动产（产权证号
060104）依法予以拍卖，起拍价为47.1万元。优先购买权人应
于拍卖5日前向本院书面申报优先购买权并提交相关手续，并
可于拍卖当日参与竞买，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详细情
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
和拍卖标的物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0374-2929309（王法官）。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三都天泉实业有限公司、杨朝茗：本院受理上诉人万志
红与被上诉人谢世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0民终105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巡一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陈鹏伟申请执行张斌、慕林林、广西兰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被执行人慕林林所有的位于南宁
市兴宁区昆仑大道58号盛天东郡S29号楼1102号住宅房地产
进行拍卖、变卖。如本案的当事人以及案外人员、优先购买权
人等对以上拍品持有异议，请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
出书面申请。同时如有意竞买该拍品者，请关注淘宝网司法
拍卖专栏。咨询电话：0374—2929157（古法官）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7月17日10时至2017年7
月18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里巴
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所有临颍县
固厢乡大屈村107国道西自建房屋。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
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05?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特此公告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毋世芳、闫串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
行诉你们与王永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中、赵喜玲：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建中、赵喜玲、孙超、王燕、司新辉、王建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1202民初48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康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美凤诉你劳务争议
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0103民初5999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405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康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永诉你劳务争议
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0103民初5999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405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行诉刘国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海洋：孙玉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368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瑞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豫0105民初22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刘瑞芳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支行
本金68941.09元和计算至2016年8月10日的利息13774.22
元，2016年8月11日以后的利息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判决
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418领取该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
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
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
证交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豫0105民初223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陈国安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支行
本金49994元和计算至2016年8月10日的利息14622.32元，
2016年8月11日以后的利息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
的还款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418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
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
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
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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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LEGAL DAILY 1515责任编辑 牛亚丽

E-mail:hnfzbgg@163.com 2017/06/13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信阳溢祥医疗器械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411502100
004874）、行政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鹤壁市万勇广告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410691000005
565）、公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潢川县宜新珠宝首饰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526100000828，声明作废。
●商丘市嘉乐饰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32890，声明作废。
●周口振兴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Z1293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56341，声明作废。
●商丘市千里眼镜有限公司归德
路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号411403390001156声明作废。
●商丘市千里眼镜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03100003895，声明作废。
●虞城县正大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NA000054X，声明作废。
●翟渊超于2017年6月9日在
本报刊登的房产证（2012-0039）
未遗失，继续有效，特此声明。
●张哲铭，安全员证丢失，证件
编号：豫建安C（2015）01342
25，证件号码：4127021993042
91856，声明遗失。证件所属单位：
河南省金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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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冯傲轩遗失河南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证号：141811
201506102642，声明作废。
●安置到社旗县教体局的退役
军人张海滨、张建，请于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单位报到，逾期
视为自行放弃安置权益。
●平舆县金晟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海峰，警官证，警号077441，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光永电子导航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3
03011036220）丢失，声明作废。
●管承保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
证遗失，执法区域：河南省，证
号豫OS-478506，声明作废。
●南阳市烽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3
91000022901，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编号33002819-6声明作废。
●冯煜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N411048037丢失，声明作废。
●牛鑫，身份证号：4106031982
07071514户口页丢失，声明作废。
● 周口宏威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不慎丢失，编号：
4116010023330，声明作废。
● 洛阳市五羊汽车维修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30005415201，账号41001
504110050207470开户银行建
行洛阳分行西工支行；声明作废。

●淅川县西簧核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326NA000026X，声明作废。
●2017年3月31日出生的孙
若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61351，声明作废。
●2010年11月21日出生的王
雨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358305，声明作废。
●2015年2月24日出生的李
芷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007814，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21日出生的孔
嘉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90497，声明作废。
●肖文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3002840，声明作废。
●马红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3020358，声明作废。
●舞阳县晓琼家电城发票丢
失 ，代 码 4100152320 号 码
10477299，声明作废。
● 周口市星海运输公司豫
PG040挂、豫PY821挂营运证
丢失，证号 411620034394、
411620034408，声明作废。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公司豫
PY2226 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76779，声明作废。
●周口通盛汽车运输公司豫
PY1883 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68835，声明作废。
● 周口市捷安运输公司豫
P0A915 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76904，声明作废。
●武陟县盛达园蔬菜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NA000652X，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4日出生的张
瑞金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87570，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13日出生的李
芊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068909，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9日出生的胡
恩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40849，声明作废。
●新蔡县佳乐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729000031886，声明作废。
●信阳微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411503356161120，声明作废。
●2011年11月28日出生的李
沂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620996，声明作废。
●2016年4月14日出生的张
朵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913959，声明作废。
●2014年1月21日出生的徐
天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134212,声明作废。
●2001年9月24日出生的张
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920436，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欧铂丽橱柜销售
中心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93603059447，声明作废。
●2007年8月25日出生的李
梦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233029，声明作废。
●武陟新苑物资配送总社大虹
桥乡大虹桥村农家店税务登记
证副本不慎遗失，证号：410823
60042293101，声明作废。

●安阳中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东方房地产评估有限
责任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1326750724024TA）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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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西簧核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411326NA00002
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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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溢祥医疗器械技术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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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恒昇源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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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东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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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春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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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浩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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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千里眼镜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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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乐县昌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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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郑州天骄盛世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06349479747K）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为5万
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