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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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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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5、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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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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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专业建筑设计15238618651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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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机械物资

磁铁磁王
厂价13137158563 66999250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转让物资设备

●售桌椅床旧锅炉18037111133
●处理正在使用中的吹瓶机

两台价格面议13633859233
(任) 13603862460(王)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星级保姆月嫂保洁65942095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招商
●福满门酒招商18037119410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立达康富硒石磨面粉招市县
代理商业务员13783513622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15939049304
●亚风快运招商15638817058
洗衣招商加盟
干洗机水洗机熨烫耗材
13903867120、4000886255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信息窗口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位佳饭店650平13569694869

转让
●大学路550㎡火锅店56006729
●园林装饰资质13526578208
●转让地理位置佳场所适做
网吧详情面议18768866512
●培训学校转让13837113419

声明
●李诗涵《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 J410376337，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职工医学院李勇毕业
证（证号51288120070600
1659）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何红，不慎丢失漯河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378012014060
03911，特此声明。
●张德青（身份证4128221985
0811118X）河南省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执业证（020002410100
80002014045555）丢失作废。
●岳希露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代码141001220076发票
号码01060726，车辆合格证
丢失特此声明

●北京国泰建中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给河南浦
侦科技有限公司开据的收据
号1129754原件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白云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正本副本明细表（证书编号
XK06-011-00277）丢失，
声明作废。
●本人李琳琳不慎遗失南阳
理工学院的毕业证，证号：11
6531200606002562，现声
明作废。
●我单位河南广发实业有限
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郑国用
（2005）字第0243号，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帐号
：920870125110000589，9
20870125110000696，9208
70125110000706，9208701
25110000813，9208701201
11007102)不慎将原预留郑州
银行兴华街支行公章壹枚遗
失声明作废。
●陶素霞郑房权字第990103
0133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豫ATY315车特业牌（证号
008398）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喜忠建设劳务分包有
限公司资质证书正副本丢失，
证书编号C1064041010509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国语幼儿园
公章、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10106195608150529、法
人登记证正副本民证字第01
0048号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兹有陈艳霞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因保管不慎遗失，
土地证号：原国用（2002）
第000438号；登记用途：住
宅；登记用地面积：137.0平
方米；登记土地座落：原阳县
城关镇博浪沙街，特此声明。
●李意志郑州澍青医学院毕
业证丢失，证号129481201
506002613声明作废。
●张晓辉丢失建筑工程专业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0059824证书流水号12
943019412414331声明作废
●河南路威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建筑企业资质证
书副本一本，证书编号A2024
041270105-12/12声明作废

●胡雪莹不慎丢失海关签发
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该车进
口证明流水号：XIX2463396、
联系单编号：H02150103993、
车名：精灵999CC轿车、车型：
汽油 fortwo coupe BRABUS
（451333/EJ3DA）、车架号：
WMEEJ3DAOFK836591、发动
机号：3B21JL4763、颜色：
黑白、生产日期：201501。
注：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生王耀龙毕业证书（号654
10103111001697）遗失作废
●邵天阳不慎丢失郑州大学
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毕
业证号是1045912008050064
46，学位证号是1045942008
006069，特此声明。

公告
●注销公告：原阳县福俊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经研究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
权，特此公告。

朝鲜警告进行核打击
韩国追加对朝制裁 中国反对挑事惹事

在7日例行记者会上，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韩国和美
国7日起举行联合军演，据称此
次军演规模空前，将一直持续到
4月底。我们注意到，朝方针对
韩美军演反应强烈。中方对上
述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洪磊强调，朝鲜半岛与中国

山水相连，中方在半岛保持稳定
方面拥有重大关切。中方坚决
反对任何在半岛挑事惹事之举，
决不允许家门口生战生乱，强烈
希望有关各方务必保持克制，不
要相互刺激和加剧紧张。

另外，在记者会上，有人问：
有评论认为，中朝贸易额约占朝

鲜对外贸易总额的90%。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的
责任主要在于中国。洪磊说，联
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应得
到全面平衡执行，执行这一决议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会
认真全面执行。

综合新华社消息

核心提示 | 朝鲜中央通
讯社7日报道，朝鲜国防
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谴
责韩美联合军事演习，警
告将实施先发制人且具有
进攻性的核打击。韩国政
府官员同一天说，韩方将
于8日公布对朝单边制裁
措施，预计包括海运制裁、
把多个朝鲜团体和个人列
入制裁“黑名单”等。

朝鲜先发制人 韩国追加制裁

朝中社7日援引朝鲜国防委
员会声明报道，韩美不顾朝鲜的
重大警告，于7日起举行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关键决断”和“秃
鹫”联合演习。敌人此次还将实
施针对朝鲜最高层和以颠覆朝
鲜制度为目的的“斩首行动”实
战演习，导致事态越发严重。

声明说，面对敌人企图侵犯
朝鲜尊严、主权和生存权的严峻

状况，朝鲜军民将采取先发制人
的军事手段予以应对。联合演习
是对朝鲜主权最露骨的核战争挑
衅，朝鲜的军事应对措施将会是
先发制人且具有进攻性的核打
击。声明说，朝鲜已制定了经过最
高层批准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

针对朝方声明，韩国国防部
发言人文尚均7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回应，敦促朝方勿轻举妄动，

警告朝鲜“要为因自身挑衅而招
致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总理办公室7日说，将
于8日下午公布对朝单边制裁措
施，包括禁止经由朝鲜港口的第
三国船只进入韩国港口、把更多

“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的朝鲜个人和团体列入“黑名
单”。先前，韩国已禁止悬挂朝
鲜旗帜的船只进入韩国港口。

中国反对在半岛挑事惹事

“重新定义了美国‘第一夫人’的角色”——

美前总统里根夫人去世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的遗孀南希·里根6日因心脏
病在洛杉矶家中去世，享年94
岁。她的发言人乔安妮·德雷
克说，南希的遗体将被运往位
于加利福尼亚州锡米瓦利的

“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
安葬在丈夫的墓地旁。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
米歇尔发唁电对南希过世表
达哀悼，称“是她重新定义了
美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奥
巴马夫妇写道：“我们赞赏南
希·里根一生（的贡献），感谢
她的指引，为她终能与自己挚
爱的丈夫重逢而祈祷。”

“里根夫人对丈夫一往情
深。”前总统乔治·W·布什说，

“这份爱意只有她的爱国情能
与之相比。”

南希出生于1921年，年
轻时曾是电影演员，在美国米
高梅电影公司工作期间与当
时同为演员的里根相识、相
知、相恋。两人于1952年结
婚，婚后曾共同参演电影《海
军悍妇》。

美联社评价，里根从当

演员到踏足政坛，从出任加
州州长到入主白宫，再到退
休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直至
2004年去世，50多年风风雨
雨南希一直陪伴在里根身
边，这段坚贞不渝的婚姻完
全可以媲美银幕上任何一个
爱情故事。

里根上世纪60年代投身
政坛后，南希宣布息影，并迅
速转变角色成为里根的“最佳
顾问”，全力支持丈夫的政治
事业。1966年里根当选加州
州长后，南希开始以州长夫人
的角色参加社会活动。

1981年，里根刚刚就任总
统时曾遭遇暗杀但幸免于难，
这之后，南希开始扮演里根

“守护者”的角色，严格把控丈
夫的出行安全。

里根夫妇的朋友、原白宫
办公厅副主任迈克尔·迪弗曾
表示，里根为人亲切随和，南
希则直率苛刻，他们性格上的
差异让他们得以优势互补，

“她能够帮里根处理那些棘手
的事情，尤其是容易树敌的人
事调动”。 新华社

这是 2000 年 5
月 10日美国前总统
罗纳德·里根与夫人
南希·里根在华盛顿
白宫出席活动的资料
照片。 新华/法新

3月7日，在韩国京畿道坡州市附近，韩军投入K9自主炮进行演习。当
日，韩美两国军队在韩国全境正式启动代号为“关键决断”和“秃鹫”的例行大
型联合军事演习。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