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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小勇玉米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1862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韩勇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韩勇，联系电话：15841879349

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全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785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王锋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锋，联系电话：18241876618

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鑫港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2079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刘
玉清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刘玉清，联系电话：15694186645

四、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刚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451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韩
福海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韩福海 ，联系电话：13941862246

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艳果树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516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王全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王全，联系电话：13904183054

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华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142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刘
子华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刘子华，联系电话：18832526719

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禾源养羊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210921NA000649X）经成员大会研究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包秀
军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包秀军，联系电话：15442517931

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家昌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364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马
秀芹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马秀芹，联系电话：18241875027

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宇红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379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刘
国华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刘国华，联系电话：13841853921

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全华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699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周
全华等 6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周全华，联系电话：13904987398

十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恒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1085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彭广军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广军，联系电话：15041855999

十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满得花生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825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李士国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士国，联系电话：13841835063

十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铁杆花生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1590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高俊山等 10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高俊山，联系电话：13841861509

十四、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立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157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崔堂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崔堂，联系电话：15041893770

十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联众花生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661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姚丽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姚丽，联系电话：18241823345

十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联众养羊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654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姚翠芳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姚翠芳，联系电话：18241823345

十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锐锋花生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476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林树霞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林树霞，联系电话：15604189991

十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邦农玉米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237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任秋江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任秋江，联系电话：13470325927

十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祥东花生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818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卜祥东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卜祥东，联系电话：18341826246

二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康大养猪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071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包金红等 1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包金红，联系电话：15941855812

二十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远鸽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643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韩大伟等 7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韩大伟，联系电话：15841861129

二十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爱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210921MA0Y5051T）
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张凤芹等5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张凤芹，联系电话：13795010137

二十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恩友玉米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210921318895852P）经
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由高恩儒等7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高恩儒，联系电话：13464840907

二十四、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广延玉米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210921318641166L）
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付广廷等5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付广廷，联系电话：18241809880

二十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鑫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210921396814245W）
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许井廷等5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许井廷，联系电话：18740162244

二十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美养猪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210921092714050M）
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王震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王震联系电话：13841801389

二十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学养猪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847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王
文学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王文学，联系电话：13470369286

二十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何秀民玉米种植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639X）经成员
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由何秀民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何秀民，联系电话：13464835389

二十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西黑枸杞种植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93210921MA0TYL8K0T ）经
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黄玉林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黄宝林，联系电话：13464882889

三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虎山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93210921MA0UAJF81K ）经成
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王虎山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王虎山，联系电话：15941888487

三十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斗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121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张立伟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张立伟，联系电话：13941807573

三十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479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张
立国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张立国，联系电话：13841867722

三十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占田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743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薄占田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薄占田，联系电话：13841862381

三十四、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少华玉米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987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程
国志 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程国志，联系电话：13130871343

三十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广顺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009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张来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张来，联系电话：15841838124

三十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洪业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0913X）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李洪生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洪生，联系电话：13941868568

三十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源达玉米种植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0515X）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张德军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德军，联系电话：13514180515

三十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万顺达玉米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210921NA000545X）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赵福祥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赵福祥，联系电话：15641848828

三十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玉江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498X ）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王玉江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玉江，联系电话：15804187227

四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鹏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027X ）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刘海鹏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刘海鹏，联系电话：18504184810

四十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郑洪芳玉米种植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215X）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郑洪芳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郑洪芳，联系电话：13898542583

四十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举玉米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523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张
文举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张文举，联系电话：15804189287

四十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顺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552X ）经成员大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刘丽国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刘丽国，联系电话：13795008161

四十四、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秀江花生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558X ）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姚秀江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姚秀江，联系电话：15941887059

四十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永峰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274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齐永峰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齐永峰，联系电话：13898554825

四十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鑫鑫玉米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911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高
秋月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高秋月，联系电话：13941821745

四十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宝土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0855X ）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李宝山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宝山，联系电话：13470374288

四十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欢欣土地流转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210921097410777F）
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王欢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欢，联系电话：13795087781

四十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华人玉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1474X）经成员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杨兆辉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杨兆辉，联系电话：13644187877

五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龙头玉米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1471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张
海峰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张海峰 ，联系电话：13941865443

五十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金玉果树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210921NA002094X ）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陈文全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陈文全，联系电话：13795093892

五十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慧峰养猪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10921NA000335X）经成员大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于
秀慧等 5 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于秀慧，联系电话：13464843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