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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优惠，只有更
优惠，5月10日上午，第
六届安阳大河车展在安
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
幕，在为期3天的车展
上，50多家车商已订好
位置，市场主流品牌车型
应有尽有，价格实惠，一
步到位。

据了解，本届春季安
阳大河车展由《大河报》
主办，大河报安阳运营中
心和安阳零下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承接郑
州的大河车展，安阳大河
车展由于完善的服务、有
效的宣传、丰富的活动及
优惠的价格，已连续举办
五届。

近年来，随着大众环
保意识的增强，以及机动
车限行政策的影响，新能
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为回馈市民、
顺应市场，本届安阳大河
车展特别开辟了新能源
专区。

另外，据介绍，大河
汽车超市奔驰、宝马、奥
迪火爆车型特价团购也
将登陆本届安阳大河车
展，1人即可成团，其中
参与团购的奔驰车型配
置有GLA200动感型、
E260 运 动 型 、
GLC200L，宝马车型配
置有530领先豪华型、
320时尚型、X1领先型、
525运动套装，奥迪的车

型配置有 A6L 豪华动
感 、Q5L 荣 享 进 取 、
Q330周年型，优惠价最
低19万余元。

此外，在本届车展
上，力帆轩朗特别推出两
台特价车，原价 96800
元，现五折48400元起
拍，是不可多得的购车机
会。

“为让老百姓享受更
大优惠，我们在车展上设
定了购车抽大奖活动。”
安阳大河车展组委会工
作人员说，凡是现场购车
的客户，均可以凭借订车
单现场抽取大奖，特等奖
共10名，奖励1000元现
金；另外，还有价值1000
元的山地自行车、价值
200元的夏凉被、价值50
元的食用油和价值20元
的玻璃水两瓶。活动不
设空奖。

除了让人血脉贲张
的购车抽大奖的活动外，
活动现场将不定期举办
免费摸鱼节，五一假期带
着孩子来一场“人鱼大
战”，回到久违的童年时
光。摸鱼节不仅好玩，抓
到的鱼还能免费带回家。

此外，本届车展现
场依然设立了红包墙，
和去年一样，10000 个
红包只要到现场就能领
取，而且每天都能领，金
额大小不等，快来车展
试试运气吧！

针对郑州市区的杨树“毛
病”，林业部门最近几年来也在采
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目前连霍
高速、京港澳高速沿线的杨树大
部分都已实现了树种更换。在造
林绿化工程过程中，郑州市已明
确禁止在城区及其周边选用杨
树、柳树苗木。

杨树飘絮是“毛病”，却也立
下过汗马功劳。郑州市林业局生
态建设修复处处长毛训甲说，大
家要正确看待杨絮问题。从
2003年开始，郑州市大力实施生
态建设，在黄河大堤、京港澳高
速、连霍高速两侧，以及东部沙
区，营造了一大批以杨树、泡桐为

主的防风固沙林、黄河防浪林和
通道防护林。

近几年来，随着这一批杨树
纷纷进入成熟期，它们每年的自
然繁衍过程，杨絮也就进入了集
中爆发期。针对这一问题，郑州
市林业部门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
施。首先，针对距离市民居住区
较近的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沿
线的杨树，他们逐渐完成了树种
的更新换代。目前，京港澳高速
（连霍高速至许昌段）道路两侧已
经没有了雌株杨树，连霍高速（高
新区段、惠济区段）也已完成了树
种更新。

他说，连霍高速金水区和郑

东新区段尚有一部分杨树，正在
按计划实行树种更新。中牟县
段连霍高速两侧的杨树，一是属
于郊区，距离中心城区较远，二
是均为2012年以来新栽上的，
远没有到成熟期，所以暂时还没
有进行树种更新。

作为重要的乡土树种，杨树
在整个国土绿化中占据很大的
比例，毛训甲说，治理杨树飘絮
问题，不能因噎废食。郑州市林
业局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一
是新实施的造林绿化工程，有意
识地减少或不选用杨树、柳树作
为造林绿化材料，尤其是在城区
及其周边，已明确禁止选用杨
树、柳树苗木。

二是逐步调整树种结构，通
过更新、更换老化的杨树、柳树，
栽植其他绿化树种，实现杨树、柳
树逐步退出、远离市区，从而减少
飘絮。三是药物治理，通过注射
药剂，阻止杨树、柳树花芽和种子
形成，从而减少落絮。

既然杨树雌株会产生大量的
毛絮，那为何不能在刚开始栽植
时便舍弃杨树雌株呢。省林业科
学院相关人士说，杨树雄株和雌
株在外观上基本没有区别，一般
需要等到十多年后，杨树进入了
成熟期，开始通过毛絮传播种子，
才能分辨出来哪一种才是雌株。

治飞絮 郑州城区、周边禁栽杨柳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文 白周峰 摄影

第六届安阳大河车展
今天强势登陆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5月10日是第三个中国品
牌日，为推介河南工业精品、加快
河南自主品牌建设，5月9日，
2019中国品牌日河南省特色活
动——“河南自主品牌经验交流
会暨网上博览会上线发布仪式”
在郑州举行，该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省委网信办等8部门联合主
办。189家河南重点品牌企业悉
数到场，共同分享了中铁工程装

备集团、宇通集团、瑞贝卡等多家
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的经验。

据了解，作为“中国品牌日”
的发源地，中铁装备企业品牌价
值已达43.44亿元，成为中国名
副其实的掘进机第一品牌；秉承

“为您创造更大价值”品牌理念的
宇通集团，利用技术优势不断打
破行业瓶颈，成为行业学习样本；
作为世界知名的发制品品牌瑞贝

卡，通过确立“建设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拥有自主知名品牌的国际
化企业集团”的目标，一步步打开
非洲、欧洲、美洲等国际市场。

又讯 作为“中国品牌日”的
孕育、诞生地，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郑州基地在5月8日举办了“‘三
个转变’重要指示发表五周年暨
第二届中国品牌战略发展论坛”。

第三个中国品牌日来袭
189家企业分享品牌建设经验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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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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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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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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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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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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亩
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售，

电话180037111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寻地产开发投资15738056033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交通
方便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声明

●郑州市中原区王少锋全羊鲜

汤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
102600499518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银基商贸城嘟

嘟牛仔服饰店(41112219821
0104623)发票领购簿丢失，

声明作废。

●郭浩杰遗失商业保险单一份，

保单号：AZHZZ0CY1419B001
252T保单流水号：CFBA19025
80197，声明作废。

●王天增，新郑房权证字第12
01007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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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重工双瑞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发票章（编码410311007
6078）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明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3030106376）、
财务章（编码4103030047167）
丢失，声明作废。

●吕亚鑫税收缴款书00119395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源普机械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3040018106）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正言律师事务所金朝律

师执业证遗失，证号:14102
201510548630，流水号:106
58510，声明作废。

●曹飞，男，中级经济师资格证

书建筑经济专业证书编号1405
9680管理号20140014100120
14411205000049，通过时间

2014年11月，2019年1月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马东锋，不慎遗失河南

中创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编号为0007143金额为200
00元（贰万元整)的房款收据

1张，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墙尚家居商行

发票章（编码4103030111447）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丰制

冷设备技术服务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0MA42ND37
3F）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

作废）三份，发票代码4100183
130，发票号码03606778、036
06756、03606755；增值税普通

发票（已作废）10份,发票代码0
41001800104，发票号码098331
23、30022304、30022306、301
03930；发票代码4100164320,发
票号码18144270、18144271、18
144272、18144280、09233985、
18144281，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雷哥烤串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
40XKYG63)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范新雷2018年12月12日
向河南新街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缴纳F09履约保证金2470元，

发票号为6101719，发票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953960，姓名

为赵婉合，出生日期为2012
年10月10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王会莉,护士资格证书遗失,
证书编号15174699,声明作废.

□大河报记者 陈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又到一年飞絮时 ·追踪

飞絮惹人恼,市民骑车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