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责编 李艳 美编 孟萌

社会AⅠ·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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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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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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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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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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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丰产路花园路交叉口新世纪
大厦九楼，约1千平方米出租。
吕1352346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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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吴凤芹0098868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吴凤芹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丢失发票代码4100162350
发票号码02700479声明作废。
●郑州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000778046482)不慎将公章销
章证明遗失，遗失时间:2019
年8月原章编号：410104008
5625声明作废，新章编号：41
018200305025.特此声明！
●陈瑞琨产权证第1001122343
号和1001122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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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忆源恩保健服
务部(92410105MA4651H59P)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修武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041001800104,发票
号码62314940，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110472,姓名韩
佳程,出生日期 2014年 6月 2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秦飞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02236
01747981声明作废

●河南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91410100665
9824240),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11084802)和河南
省资产评估机构备案证明(
评估机构代码：41070016)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铁北新顺大砂
锅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
0MA44EW3G16声明作废
●赵元元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房产契税发票，开票日期20
16年3月14日票证141豫地现
契耕票号01749627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762625，姓名张
梓溪，出生日期为2016年8月
1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肖彦涛遗失医师资格证，证
书编号2009411423412211
98109103213，于2009年1
2月9日取得，于2019年7月
28日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锐森卓晶商贸有限公司
（91410105MA46ATXG46）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4101
080050485）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杨富叶(身份证4101111955
07240542)遗失河南省顺时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B9号
楼1单元703室的收据,编号38
28856,金额145686元,声明作废.
●由于本人高平保管不慎将郑
州卓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9年8月2日开具的收据
号为7789213金额20000元的
定金收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中斌山药商行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
44YYRAX9，声明作废。

公告

●寻亲公告自称叫陈
武男约62岁该人病
倒在人民公园内 20
19年8月2日郑州市
金水路公安分局和郑大二附
院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
登报15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
理站联系0371-68953510

●无名男约65岁痴呆
2019年 7月 29日该
人在郑东新区东风
路与众意路东北角
绿化带内流浪郑东新区救助
管理站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
者自登报15日内与郑州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0371-68953510

寻找尸源

●无名男约60岁2019
年2月8日该人在金
水区丰庆路新村路
博宇晴城小区流浪
郑州市东风路公安分局将人
护送来站经医院治疗抢救无
效后病故有知情者自登报3
个月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
联系电话0371-68953510逾
期按无主尸体处理

7月31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
重症监护病房接到禹州市一家医院
的求助电话，当地一位年仅3岁的小
女孩希希（化名），因为熏麦药（磷化
铝）中毒，急需转院治疗。医护人员
带着相关设备，马不停蹄地将希希接
回省医展开治疗。

“接到希希时，她呼吸困难、精神
倦怠、血压偏低，平均动脉压不到
50mmHg，手脚偏凉，存在心肌损
伤，还有严重的脓毒症表现。”希希的
主管医生、副主任医师邢燕说。

经过询问得知，希希家里生产中
药，为了防止虫害，就使用了熏麦药
杀虫、防虫。

熏麦药即磷化铝，具有较大的毒
性，在高温湿热天气中，会吸湿分解、
释放剧毒气体磷化氢。人体吸入后，
轻则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口渴，若
吸入时间过长、吸入量过多，就会出
现呼吸困难、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

甚至死亡。
希希和家人中毒，正是因为中药

都放置在房子的1楼，而她和一家人
则住在3楼，因为最近频繁下雨，空
气潮湿，于是，无论是从1楼经过还
是在3楼休息，她和家人都会吸入磷
化氢。

希希的家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中
毒反应，最重的就是希希。

经过全力救治，希希慢慢地不再
呕吐，能少量进食，生命体征也渐渐
平稳，目前已经出院。

而这已经是1个月内，该科室接
到的第二例熏麦药中毒患儿。只是，
有着同样经历的另一个家庭，却没有
这样幸运。

就在20多天前，许昌市的一个4
岁女孩，因夜里睡在撒过熏麦药的麦
仓房间，导致长时间吸入大量的磷化
氢，出现了一系列中毒症状。家人却
误以为是消化不良，耽误了最佳抢救
时间。

到医院后，孩子已是中毒第 3
天。孩子在转运的路上，就出现了室

颤，刚到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
房门口就呼吸、心跳全无，医护人员
全力抢救后，仍无力回天。

若闻见芥末和大蒜臭味要警惕

4岁孩子的不幸，让医护人员甚
是惋惜。昨天，记者打电话向郑大一
附院、河南省儿童医院了解到，每年
这些医院也都会收到类似的中毒患
者。

“如果老家在农村，一定要提醒
他们正确使用磷化铝。”省人民医院
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史长松特别提
醒，若是借助熏麦药杀虫、防虫，当闻
到有芥末和大蒜的特有臭味时，一定
要尽快远离，因为这是磷化铝的特有
气味，如果家人有熏麦药接触史，且
莫名地出现恶心、呕吐、精神倦怠、呼
吸困难等症状，要第一时间考虑到可
能为磷化氢中毒，应迅速送往医院治
疗。

熏麦药对麦子有影响吗？

既然这个熏麦药遇潮能产生这
么大的毒气，那么，它对麦子会有影
响吗？人们食用熏蒸过的小麦会中
毒吗？

“不会的，这个可以放心。”河南
科技学院教授、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
说，磷化铝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储粮
杀虫剂，也是一种对麦子比较安全的
杀虫剂，只要正确使用，对小麦是没
有影响的。茹振钢说，磷化铝的杀虫
原理就是通过吸附小麦本身的自然
水分后，缓慢释放有毒气体，进而杀
灭麦子表层的虫卵，这个药一般10
天左右，最长15天就会挥发完毕，所
以，当十天左右时，放置熏麦药的粮
仓要通下风，因为这个药主要是通过
气体熏蒸，所以通气后，药物不会残
留到小麦上。

不过，他也特别提醒，因为这个
药会释放有毒气体，所以，在熏麦期
间，人绝对不能住在粮食仓库，否则
人吸附气体后，会有中毒风险。

专家：熏麦药即磷化铝，吸收空气中水分会产生有害气体

雨水频频光临，一些药品也趁此“耍妖”。昨天，记者从
河南省人民医院获悉，近一个月内，该院就收到了两个因熏
麦药而中毒的孩子，一个孩子抢救回来了，另一个孩子却不
幸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个月内两个孩子被熏麦药“袭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梁雅琼 文图

一个月内，
省医收到两例熏麦药中毒患儿

患儿在省医进行医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
朵 通讯员 王婷婷

本报讯 2019年全国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将于8月
31日、9月1日举行，13日，记者从
河南省司法厅了解到，全省2019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视
频会议12日召开，今年，我省报考
人数再创新高，全省报名考试人数
达3.4万，我省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
观题考试共设17个考区，25个考
点，375个考场。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去年，我
省圆满完成了2018年度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
作，实现了考试安全平稳顺利的目
标。截至今年 6 月份，全省共有
6200多名2018年度考生顺利获得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为我省法治人
才队伍储备了一批专业人才。

根据司法部统一安排，2019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
考试实行分两个批次考试方式，第1
批次考试时间为8月31日、第2批
次考试时间为9月1日，应试人员由
考务系统随机分配参加其中的一个
批次考试。

9月7日，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
考试成绩，通过客观题考试的人员
可报名参加于10月13日举行的主
观题考试。此次主观题考试以机考
为主，同时在漯河市设置纸笔考试
考区。

2019年全国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考在即

3.4万人报名
河南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