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分类信息

2019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五

咨询电话：（总部）0371-56722588

声明公告

郑州市中原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吊销企
业听证公告
经查，河南正步文化传播
有 限 公 司 等 911 户 企 业（名 单
附后）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涉嫌违
反《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
第 二 百 一 十 一 条 第 一 款 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第六十七条的有关规
定。 根据规定，我局拟对上述
企业的营业执照予以吊销。
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四十
二 条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机 关 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二
条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机 关 行 政
处罚案件听证规则》第六条、
第八条之规定，拟吊销的企业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
内，有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
或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联系人：郭丽、阎蕾
联 系 电 话 ： 0371-67661680
河南爱哆哆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安梦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奥乐佳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白云朵朵服装有限公司
河南百送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百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百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佰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佰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邦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邦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邦乾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邦士哥好管家信息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邦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宝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倍安消防产品检测有限
公司
河南犇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本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荸估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博方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财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彩赫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昌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车友旧机动车鉴定评估
有限公司
河南晨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晨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传君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创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创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得岭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地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滇赞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点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蝶华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鼎爱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鼎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鼎瀚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东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东曌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尔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帆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梵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飞协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非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奋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奋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丰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丰仁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丰垠达装饰材料销售有
限公司
河南风正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福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福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富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富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港准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高广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格彩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格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根展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公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公佳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冠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冠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广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瑰宝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贵合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贵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哈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海舰航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海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海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海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汉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航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昊锐旅游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浩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浩洪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恒基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河南恒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恒仁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弘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宏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宏伟爆破拆除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宏忆德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泓竹祥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鸿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湖骅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华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华腾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淮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焕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焕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惠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基麦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吉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佳斯凯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建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匠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洁运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捷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金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金鼎中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河南金算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锦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晋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京元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巨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聚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聚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河南聚泽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绝特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军贵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君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君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凯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凯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凯阳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铠创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康帆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康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康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蔻淮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库爱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拉莎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蓝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河南览效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朗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乐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乐优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雷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力欧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立爱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立捷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立兴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利迪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联亨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灵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凌冠装饰装修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领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六峰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龙聚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陆瑞种植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路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罗杰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旅瑞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满亚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茂硕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美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梦贝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淼源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有限公司
河南明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明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明哲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莫奇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睦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那样红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纳尔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南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诺丁山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
河南诺蓉鑫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欧美莉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攀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磐峰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鹏帆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鹏凯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飘零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平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苹润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普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启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千凯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谦墨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全鼎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稔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荣娟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容煦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儒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瑞玉祥文化艺术品展销
有限公司
河南润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若德铭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仨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撒维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撒维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赛莱诺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三飞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西区）0371-60100518

河南三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河南森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森竺焱广告有限公司
河南善文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上善英诚建筑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河南尚锋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尚马旅行社有限公司
河南少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社灵济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百川海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碟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恩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非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福临物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药医药有限公司郑
州西十里铺药店
河南省欢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 南 省 环 源 水 资 源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河南省吉万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省爵辰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凯伦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黎明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力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联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亮山起重机械设备销
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林峡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馁花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仁正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品化工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圈宝幸福盛世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玮泰饮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闻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祥奥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省雅煜皓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益德春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省友善医疗器械销售有
限公司
河南省御草山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省远洋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圣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盛业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实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双河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双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水里鱼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顺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舜耕钢板有限公司
河南松青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遂民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唐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涛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听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庭魁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通道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囤金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拓宏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万丽旅游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万满千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旺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文柯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吾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梧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五川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祥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祥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潇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欣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新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新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鑫润达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河南鑫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河南星纳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星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河南兴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轩码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轩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旋特曼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牙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雅茂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雅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闫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扬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扬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遥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耀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业名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烨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伊凡赛斯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衣农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壹兵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河南怡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颐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亿清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益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意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银谷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银聚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河南英可瑞斯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永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咏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犹真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友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宇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雨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御鎏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豫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河南源方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远眺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跃立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云辉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战狼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长啸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兆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折上折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正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正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芝麻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知心堂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掷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智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智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智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中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腾质量认证咨询有限
公司
河南中祥建筑节能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众友立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猪罗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渚碧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紫慈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紫漫林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紫苏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紫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艾琳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艾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昂隆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翱杰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奥盾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奥茂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奥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八目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百行汇金属材料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郑州百思特棕垫有限公司
郑州百穗机械设备配件有限
公司
郑州佰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佰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佰仁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佰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宝悦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郑州保凯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保盛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堡湾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贝加奇药材有限公司
郑州倍呵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本盛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郑州碧之碧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丙博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玻璃球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博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不得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茶青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禅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昶普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畅充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超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朝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车存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辰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晨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成盈工具有限公司
郑州呈多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诚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诚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诚祥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郑州程帆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程飞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州驰骏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驰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崇兴优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厨之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楚捷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触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川云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传红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郑州闯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创明水电暖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春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翠都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达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达盈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大凯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大众肥业有限公司
郑州淡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当康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道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德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德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德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德佑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登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郑州迪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点豪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顶江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顶精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鼎藏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鼎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鼎晟缝纫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鼎思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鼎鑫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郑州鼎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东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郑州嘟嘟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公司
郑州渡点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多皇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多力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朵心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恩东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法郎琦服饰有限公司
郑州帆航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帆禄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饭思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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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泛光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方豪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方盈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飞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飞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菲尼奈斯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郑州霏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纷梦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郑州丰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丰源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风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峰之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福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复优药材有限公司
郑州富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州富崤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岗蓝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戈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戈杰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歌珊服饰有限公司
郑州格泰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功达自动化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郑州古风服饰有限公司
郑州古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光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广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广鼎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贵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贵章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国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涵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涵轩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航邦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航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航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豪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好革来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好老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皓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赫豪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赫质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黑冬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郑州亨沫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亨瑞纺织有限公司
郑州恒岚家具有限公司
郑州恒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恒星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恒谊皮革有限公司
郑州恒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弘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弘妆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红权果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红扫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红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宏点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郑州宏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郑州宏舜管道设备销售有限
公司
郑州宏阳生态梨园有限公司
郑州洪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洪然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鸿岛游乐有限公司
郑州鸿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鸿骏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郑州鸿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厚爽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虎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祜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华成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郑州华涵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华明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郑州华烨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骅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欢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环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桓宝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焕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郑州皇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麾灸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汇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汇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汇泽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公司
郑州继宽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骥驰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加连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家家送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郑州建豪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姜蓝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节奏布鲁斯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
郑州杰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杰洛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洁尔迅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捷天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金河电缆防护剂有限公司
郑州金泉水井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金鑫商用设施有限公司
郑州金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金玉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公司
郑州金中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锦恒礼仪策划有限公司
郑州锦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京信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景诚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郑州景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九创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九江动力汽配有限公司
郑州九洲通用液压制造有限

公司
郑州久轩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居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巨友图书有限公司
郑州聚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聚物轩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爵腾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俊俊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骏达电器有限公司
郑州骏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骏哲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凯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凯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康如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珂康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郑州科达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科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坤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坤淼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坤势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莱臻建材有限公司
郑州蓝滨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蓝色之梦家具有限公司
郑州琅倬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乐祥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郑州雷涛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磊哲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礼香个人形象策划有限
公司
郑州澧蕊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力娇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力一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立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丽枫婚纱摄影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丽凯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励出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利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联保洗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恋雪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链鑫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郑州良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良造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梁英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亮轩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林静服饰有限公司
郑州林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灵泰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铃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龙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龙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隆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隆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隆鑫矿山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郑州垄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路傲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路驰橡胶有限公司
郑州路玮机械设备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郑州锣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洛通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绿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绿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郑州玛盛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迈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麦风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满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满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曼青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毛毛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煤海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美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美健源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郑州美茂中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绵睿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淼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妙芬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妙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民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敏达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敏思文化交流策划有限
公司
郑州名尔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明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明辉检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茗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铭锦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铭晟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铭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莫凡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莫妮卡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郑州墨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木丁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木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沐夏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南绅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钼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脑慧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凝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纽福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纽思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努泰金属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郑州暖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郑州诺保纺织有限公司
郑州诺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郑州欧迪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郑州欧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欧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欧淼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欧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郑州欧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下接 A1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