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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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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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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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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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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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房地产

●国有土地转让合作建厂房出

售整栋整层标准厂房售万博

正弘凯宾城商铺13703860367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让饭店酒吧

●保全街300平纯一层绝佳位

置饭店转让13298158168

声明

●李新高级工程证书丢失证书

编号B17030900023声明作废

●张杰君执业医师证丢失，证

书编号：110410105000753，
声明作废。

●新密市苟堂镇卫生院遗失河

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三份，

票据批次OB【2016】，票据号8
675022，8675023，8675037；住
院收费票据一份，票据批次O
B【2016】，票据号1134150，以
上丢失发票均已使用，记录在

册，特此声明！

●民权县绿洲王帅餐馆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421611264422声明作废

●代鹏的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证不慎丢失，证书编号10
8351200406001227声明作废

●王梦瑶遗失河南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专科毕业证书(14466
1201406001558)，声明作废。

●因本人不慎，将郑州天地人和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
3月7号，开具的姓名：柴光怀，

房号：A52-8.7S，票号：01381
87，金额：5000元的合同保证

金收据丢失，现声明以上收据

作废，由此引起的任何法律责

任，由本人承担。

●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5531
560212）营业执照副本3-3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新通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17892402，编号：4
910-01064705，账号：254600
294884，声明作废。

●袁小博中州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毕业证丢失，毕业证号110
681200906000621声明作废。

●许继变压器有限公司遗失合

同专用章一枚，编号（7）4
110000022098现公司决定作

废停用该合同专用章特此声明

●开发商：河南和谐置业有限

公司,项目:金沙湖高尔夫观邸

房号:南区10号楼东二单元10
层1004户，业主姓名:王兴峰、

王玉凯、王路路，交房定金伍

万元整收据遗失，由此引起的

任何经济纠纷与河南和谐置业

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襄城县国铭粮食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2505
2292981L）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韩永朝身份证号4103111977
10283038，电梯管理人员证档

案编号C-010201604103，证件

丢失，声明作废。

●李参郑州大学建筑学专业本

科毕业证丢失，编号：1045
91201605003635，学士学位

证丢失，编号：1045942016
003659，声明作废。

市场服务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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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法定代表人变更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普罗旺世

幼儿园现声明法定代表人由
牛玉道变更为张晋曦。变更
前无债务债权纠纷，变更后的
债务债权由新法定代表人承
担。特此声明。
联系人：雷晓
电话：13526824751

法定代表人变更声明
郑州一八国际小学因学校

发展需要，现将学校法定代表
人由牛玉道变更为张晋曦。
变更前无债务债权纠纷，变更
后的债务债权由新法定代表
人承担。特此声明。
联系人：王利英
电 话：18538292101

通 知
现通知李艳华、郭天弓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回
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报到，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未到，将依照相关规
定办理，特此公告送达。（报到
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
街 142 号 ，联 系 电 话 ：
0371-68377668 68377671）
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注销公告
河南天鹏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于2008年8月21日成立，成
立至今未参与非法集资、吸收
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现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等前来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如有其他异议请打金水区
金融办联系电话：55059362。

本报讯 智慧铁路“刷证时代”，助
力出行更便捷。10月31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为方便网购火车票旅客
进站乘车，自11月1日起该集团公司管
内京广、徐兰高铁列车和郑开、郑机、郑
焦城际列车沿途24个车站部分车次可
扫描二代身份证乘车，最大限度满足旅
客便捷化出行需求。

据了解，此次“刷身份证”检票乘车
的24个车站，分别为：郑州站、郑州东
站、郑州西站、许昌东站、新乡东站、鹤

壁东站、安阳东站、巩义南站、洛阳龙门
站、渑池南站、三门峡南站、灵宝西站、
开封北站、民权北站、兰考南站、商丘
站、焦作站、南阳寨站、黄河景区站、武
陟站、修武西站、新郑机场站、绿博园站
和宋城路站，互联网购全价车票的旅客
可持有效二代身份证原件，通过车站专
用检票通道的自助设备读取相关购票
信息便捷乘车。

为节省旅客实名制验证进站和检
票乘车时间，郑州站、郑州东站、许昌东
站、新乡东站、鹤壁东站、安阳东站均设

有“刷证”进站、检票设备，互联网购全
价车票的旅客可持有效二代身份证原
件，通过车站专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和检
票通道的自助设备快速乘车。

目前，办理“刷证”进站乘车的郑州
东站设有实名制验证闸机32台、进站
闸机128台、出站闸机64台、双向闸机
15台（中转换乘）；郑州站设有实名制验
证闸机8台、进站闸机28台、出站闸机
8台；许昌东站、新乡东站、鹤壁东站、安
阳东站等均设有实名制验证闸机、进站
闸机和出站闸机。除此之外，管内其他

车站也将逐步启用“刷证”实名制验证
服务。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孟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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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赵晶晶 王瑞飞

今起，部分高铁车次可“刷证”乘车

本报讯 在辉县有位军事迷，竟然
自己动手制造了一辆外表酷似坦克
的机动车，重6吨，前前后后耗资将近
20万元。从外观看，这辆手工打造的

“坦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而且还
能动会跑，见过它的人都以为是部队
退役下来的真坦克。然而，它其实只
是个坦克模型。

制造“坦克”的小伙叫栗伟，家住
辉县市上八里镇。昨日，他介绍说，自
己从小爱去一些军事主题的公园转
转。“我发现他们的‘坦克飞机’，没有
一个能跑的，都是壳子。”于是，栗伟就
萌生了自己造“坦克”的想法。

有了想法，2016年过完国庆节，栗
伟就辞去了工作，专心做起了他所谓的
大玩具——坦克模型，光画图纸就用

了一个多月，动起手来那更是困难重
重。“主要困难就是前面有3根主轴，
但焊接完成后变形，这个模型不会
走。然后又把零件切开，重新按照新
图纸重新做了一遍主轴，这个问题才
得以解决。”栗伟说。

2017年的春节期间，栗伟的“坦
克”终于造好了。“造好之后我就直接试
车成功，这4个月努力没有白费。”这辆
坦克模型长5.5米，宽2.6米，高2.4米，
重达6吨，纯手工制造。栗伟告诉记
者，他会将该车面向小学生开放体验，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根据有关规定，只要不具备火器系
统和不开上路，个人和非军事系统可
以拥有退役坦克。对于个人制造的军
事模型，法律上也并无明文禁令。

郑州街头轿车连撞5车
男子自称肇事者去自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本报讯 10 月 31 日凌晨 4 时
许，在郑州市沈庄路与燕东路交叉
口，一辆豫A牌照的黑色大众轿车
疑因车速较快先后撞上路边5辆车，
包括肇事车在内的6车均有不同程
度的损坏。据附近商家描述，肇事
的黑色大众轿车大梁撞坏，“几乎报
废”。事故发生后肇事者离开现场。

11时 30分，记者来到事发现
场，一辆拖车停在路口处，拖车司机
告诉记者，目前，包括肇事车在内的

5辆车已经拖离现场，剩余一辆被撞
的白色轿车因损坏太严重，没办法
用普通拖车拖走，正在等待救援
车。记者发现该白色车辆被撞在右
尾部，两个后轮几乎快被撞掉。

临近中午，一个29岁男子自称
肇事者，到交警四大队自首。四大
队交警告诉记者，目前交警正在分
析视频监控，核实车主身份，对事故
做进一步调查。

历时4个月 花费近20万 民间高手辞职做“玩具”

辉县小伙徒手造出一辆“坦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张亚林 文图

栗
伟
和
他
造
的
坦
克

温馨提示：互联网购票旅客“刷
证”乘车车次、报销凭证换取等均以
12306 网站公布为准，儿童票、学生
票、残疾军人票等优惠车票除外，

“刷证”乘车旅客请保持有效二代身
份证内置芯片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