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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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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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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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免手续费代办公司55909075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消防◆设计86099088
电力◆钢构◆监理86099988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软件网站

●网站搭建、托管推广56683330

信息窗口

●收购各种茅台酒18100326256
●中成铁艺制作13592699553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66669222厂家车移修收空调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空调维修移机加氟55573595

声明

●春盼2018年6月丢失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证号12750
1201006000019，特此声明。

●河南广润亿家净水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101000004124（1-1）、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豫国税郑东

字410116693500517、组织机

构代码证证号69350051-7及
公章、财务章均丢失，特此

声明。

●二七区铭功路天主教堂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王亚抄（身份证34122119880
7151116）将森华地产.维也纳

湖畔收款开具的编号772831
6，金额贰万元整（20000）认购

维也纳湖畔商业1期16号楼一

层49号商铺的收据丢失，声明

作废。

●杨克洛阳理工学院计算机应

用技术专业毕业证书丢失，

证书编号110701201006004
437，声明作废。

●本人黄在远，学号：13020210
9，身份证号：4109281995061
54975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书遗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董贺军于2017年11月
24日交纳的诉讼费5140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0002287的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
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特此声明。

●沈丘县老城镇一品牛火瓢牛
肉火锅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624
MA44C26QXR声明作废
●郑州康太建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9141
0103077809481L特此声明。
●王金爱遗失河南检察职业学

院检察事务专业毕业证，证
书编号：1349912018060011
76。声明作废。
●河南康柏斯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5MA44T9
WL6N,声明作废。

●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孙会峰
律师执业证遗失，律师执业

证号14101201010127535，流
水号10971007，声明作废。

●权利人：中国光大银行郑州
荣华支行，土地证号（郑国用
2007第JS4269号）相对应的
土地他项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华

分公司黄泛区营业厅，注册

号:411600330000470法定代
表人:赵清华。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河南省西华县电信分公
司黄泛区营业厅,注册号:41
1600330000488法定代表人：
赵清华。以上两个营业厅工

商执照已丢失，声明作废。

●赵丽，河南省郑州人民警察
学校毕业证丢失，（毕业照
号：1570480）特此声明！

●河南省花鸟画研究会登记证
书丢失，登记证号0658，声
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泰国
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搜救工
作最新进展时说，经多方核
实，两船乘客中共有127名
中国公民，其中有5人未登
船，实际登船人数 122 人。
其中75人获救，41人不幸遇
难，另有6人失联。

华春莹说，中方要求泰方
继续扩大潜水搜救范围，并动

员各方力量加大搜寻密度。泰
方已经表示，中国失联游客下
落不查明，搜救工作就不会停
止。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和外交
部、文化和旅游部、交通运输部
联合工作组会同泰方，积极为
涉事中国游客和家属提供全力
协助，并就遗体保存、辨认等问
题与泰方保持着密切沟通。泰
方已在普吉设立3个家属联络
中心和1个接待中心。

走“迷宫”似的“銮洞”

13名外籍潜水专家和5名
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8日
进入“銮洞”施救。洞内事先铺
设引导绳。少年足球队所在位
置距洞口大约4公里。

从被困位置出发，最初的1
公里据信是最难的一段。那里
被污浊的洪水淹没，需要长时间
潜水并爬行通过一段狭窄通道，
最窄处不过60厘米宽。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13名外
籍潜水专家中，10人被安排在最
危险的第一公里“把守”，其余3
人和5名海豹突击队员一起，一
前一后，分组护送4名少年潜出
洞穴。

一名要求匿名的25岁海豹
突击队员说，那段通道“实在窄
小，我必须摘下氧气罐爬过
它。我爬的时候，感觉洞壁贴

着我的前胸后背”。
一名进过銮洞探险的人

告诉路透社，銮洞内就像“迷
宫”，比他去过的任何洞穴都
难以穿行。

一名参与救援的潜水员
说，即使对那些经验最丰富
的潜水员而言，要穿过这一
路线也有危险，“足够吓人”。

“里面非常黑暗，即使开
着手电筒，”一名应召参与救
援的退役海豹突击队员告诉
路透社记者，“我们大多时候
靠直觉，在一些地点，独自身
处寂静和黑暗中。”

路透社报道，在通过最
危险的第一公里后，救援队
伍和4名少年通过一处丁字
路口，进入地形多变的通道，
经过巨石、沙地和湿滑的峭
壁，而后又需要潜水一段。

8日清莱府出现降雨，但
救援队持续抽水见效。在一
些大的洞窟，水位下降到可
以行走通过。

4名少年8日晚随同潜水
员依次抵达出口，随后被送往
清莱府一家医院。泰方没有公
开他们的姓名。

由于需要补充氧气罐中消
耗的氧气，救援行动8日入夜后
暂停。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
他那功告诉媒体记者：8日是
实施救援条件最好的一天，天
气、孩子们的身体状况、水位的
控制都处在最佳状态，而下一
阶段救援需要同样稳定的状
态。

那荣萨9日下午告诉媒体
记者，第二阶段救援行动已于
当天中午11时启动，“希望接
下来几小时听到好消息”。

果然，当天下午，又有4名
少年被带出銮洞。

泰国内政部长阿努蓬·保
津达告诉《曼谷邮报》，鉴于救
出首批少年的潜水员熟悉洞内
地形，他们继续参与第二阶段
救援。 新华社特稿

泰国8少年艰难潜出洞穴
截至今日凌晨，仍有5人洞内待援

首批4名泰国少
年8日在潜水员护送
下，从北部清莱府一
处大型洞穴潜水逃
出，给持续多日的救
援活动带来希望。

救援活动9日白
天恢复，寻求救出其
余9人。

据今日凌晨最新
消息，又有4名被困
少年足球队员9日被
救出。

5名中国公民幸未登船
普吉岛翻船事故失联人数减至6人

据新华社东京7月9日
电 日本连日来的大范围暴
雨造成多地出现洪水、泥石
流等灾害。截至9日下午，暴
雨所造成的遇难者已达112

人，其中受灾严重的广岛县
死亡人数最多，达42人。此
外，广岛县、爱媛县等多地仍
有超过80人下落不明，预计
死亡人数可能还将上升。

日本暴雨死亡人数超百人

7月8日，在泰国清莱，救援人员转移获救的少年足球队员。
6月23日，12名年龄在11岁至16岁之间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

1名教练进入清莱一处山洞后失踪。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
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日
应询介绍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影响有关政策考虑。

对于美方7月6日加征
关税措施，中方不得不做出
必要反击。中方在研究对美
征税反制产品清单过程中，
已充分考虑了进口产品的替
代性，以及对于贸易投资的
整体影响。同时，我们将研
究采取以下措施：

（1）持续评估各类企业
所受影响。（2）反制措施中增
加的税收收入，将主要用于

缓解企业及员工受到的影
响。（3）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
构，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大豆、豆粕等农产品以及水
产品、汽车的进口。（4）加快
落实国务院6月15日发布的
有关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意
见，强化企业合法权益保护，
营造更好投资环境。

我们的政策组合还在不
断完善之中，也欢迎社会各界
给我们提供意见建议。个别
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建议向
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反映。

如何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商务部介绍有关政策考虑

靠直觉摸黑独行
救援行动再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