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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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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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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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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出租仓库厂院

●厂院十亩食品优先13503865210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移机加氟55573595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祥丰食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MA3XFAJE7Y)经股东会决议

拟注销，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固始远大厨房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525MA3X8J7R3B)即
日起解散公司,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郑州白鸽微粉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2614704504B）经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

司，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声明

●新密市心爱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寿而康药店《药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遗失，证号：
豫CA37123017，声明作废。
●依金辉，中南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专科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105337201106000050，
声明作废。
●柳凯丽，新乡医学院护理学
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1047212014050011
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袁彬，武汉工业
学院毕业，因不慎毕业证遗
失，编号为：104961300030
00123，声明作废。
●王恒旭，河南农业大学毕业
证丢失，编号104661200305
000032，声明作废。
●王玉荣、王晓东郑房权证字
第1501331031-1、150133
10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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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军，武汉体育学院运动训
练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10522120003000160，
声明作废。
●付少一平安人寿河南北部分
公司寿险证丢失，声明作废。

●马琪，武汉体育学院运动训

练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10522120003000195，
声明作废。

●朱云明，郑州牧业工程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104695200306000471，
声明作废。

●本人盛许兵(身份证号：4104
26198202261531),丢失河南

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河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100164350,
发票号码:03283991,金额:2
95773.00元,日期2017年11
月9日，声明作废.由此发票

引起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承

担,与河南一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赵齐，学号130113150，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协议书丢失，特此声明。

●新乡市高新区喜发平价粮油

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7
92601025640遗失特此声明。

●左留根,中州大学贸易经济专

业专科毕业证丢失,编号11068
200040000241，声明作废。

●李可可郑州财经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证丢

失，证书编号1349712018050
03676，声明作废。

●伊川县瑞泰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
939000866501声明作废
●缴款人程俊于2016年10月17
日缴纳的诉讼费7198元所出
具的票号1171628的《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丢失，
特此声明。
●本人金香香购买于郑州九龙

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所开
发的九龙国际项目7号楼2单
元2002号房，因不慎将收据
丢失，编号4407255，金额3
0000元；编号4407258，金额

79776元，现声明作废。
●本人金香香购买于郑州九龙

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所开
发的九龙国际项目7号楼2单
元2002号房，因不慎将收据

丢失，维修基金收据编号751
0386，金额5762元；办证费
收据编号7510298，金额160
元；房款收据编号5591412，
金额30000元；现声明作废。
●李丹丹郑州铁路学院车辆专

业专科毕业证丢失,编号10843
120180600193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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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9 月 4日，第 21
号台风“飞燕”侵袭日本，造成
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
无中国游客伤亡情况。据了
解，受台风“飞燕”影响，截至
当地时间4日下午4点，日本
大阪关西机场已经全部关闭，
造成 766 架次的航班停飞，
3000余人被困机场，其中，大
约有700名是中国游客。目
前，日本方面已通过各种方式
有条不紊地转移关西机场被
困游客至神户机场。

5日上午，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通过多方联系，联系
到在日本旅游的河南游客韩
女士。据韩女士描述，4日台
风发生时，与她同团的21名
河南游客正在大阪的心斋桥
商业街游玩，距离平均风速15
级、阵风17级的位置大概有
60公里，但风力依然强劲，还
下起了雨，游客的伞基本都被
吹坏，旅游大巴在行驶中也被
大风吹得摇摇晃晃，路上还见
到不少广告牌、屋顶被吹坏，
路过大阪城区人工河道顿掘
川时，被吹起的水花就有10

米多……为了安全，导游和客
人协商，取消当天下午原定的
大阪城公园之旅，提前回到酒
店休息。“我们真是幸运，提前
离开了那里。”韩女士感叹道。

通过韩女士介绍，记者采
访到日本 GTS 旅行社导游
David。据David称，河南游
客非常棒，台风发生时，游客
情绪稳定，沟通顺畅，目前22
名河南游客均已妥善安排在
酒店休息。日本GTS旅行社
还接收到一个23人的河南旅
行团，游客均安全且游览行程
没有受到台风太大的影响，但
该团原定是9月7日从大阪返
回郑州，由于受台风和大阪关
西机场关闭双重影响，航班取
消，经过旅行社积极协调，初
步意见是改变线路从名古屋
飞回上海再到郑州。

5日下午，大河国际旅行
社卢彩秋经理告诉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目前，大河国
际旅行社在日本旅行团有4
个，约 100 名游客，均安全。
另据携程董亚飞经理表示，通
过携程预订大阪地区的酒店
订单，由于受此次台风影响，
航班取消导致无法入住的，目
前均可免费取消，相关费用由
携程酒店部门承担。同时对
于滞留在当地的度假游客，携
程给予住宿费用300元每间
夜的补贴。截至发稿前，驴妈
妈、马蜂窝、飞猪等平台以及
省内多家旅行社表示均已启
动应急保障方案，目前均无河
南游客滞留、被困情况。

日本4日遭25年来最强台风袭
击，至少7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当地
时间中午在日本德岛县登陆。台
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
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这是
1993年以来登陆日本的台风中，首
个被定为“超强”级别的台风。

日本共同社4日晚援引警方和
消防部门消息报道，“飞燕”在多个
地区共计致死至少7人，超200人
受伤。滋贺县一男子遭倒塌仓库
压死，其他死者或因强风从高处跌
落致死，或遭风吹起的物体砸死。

关西机场位于海上，经填海造
地修建而成。机场的两条跑道中，
一条遭水淹没；一座航站楼的地下
室积水。机场当天下午完全关
闭。因强风和撞损，连接机场和陆
地的桥同样关闭，机场内大约3000
人受困孤岛。

共同社报道，受“飞燕”影响，
日本国内航空企业取消超过700次
国内和国际航班，一些客运列车停
运；关西和四国地区分别有大约
160万户和9.5万户一度断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当天
视察福冈的行程以应对台风灾
害。（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南方
航空公司获悉，中国南
方航空公司总部决策，
受 21号台风影响，大
阪机场关闭且暂无开
放时间，9月7日、9月
8日的大阪进出港航班
全部取消。9月9日及
以后的航班，将根据机
场恢复情况另行通
报。而在昨天，中国东
方航空官方微信也发
布了《关于东航涉及大
阪航线处置的紧急通
知》，出票日期在2018
年 9月 4日 0时前，涉
及中国与大阪航线之
间的未使用航段在 9
月4日至9月10日，旅
客可以按照非承运人
原因条件下的非自愿
退改签处置。七日内
航班可变更日本其他
航点，如东京、名古屋
等。

河南赴日游客与超级台风擦肩而过
河南游客目前无滞留、被困情况，部分人将绕至名古屋后再坐飞机回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日本遭25年来
最强台风侵袭
死伤逾200人

台风“飞燕”造成的影响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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