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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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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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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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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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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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金水东路楷林IFC楼C座
13层1650㎡出售13703719216

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土地，停车场和厂房出
租！水电齐全13598877686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转让

●八吨左右新疆和田白玉(省已

检)山流水料待售1321308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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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 通知
尊敬的新郑市郭店镇拉菲庄
园一期未签订会籍补充协议
的会员，（退会或继续履行
会籍合同的会员），经请示
相关部门同意！请见报后七
日内到公司协商签订会籍补
充合同.到期未来办理按相关
规定处理。
河南秦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告:西华县一帆广告有限公
司,纳税人识别号:91411622
MA44TB9J9A,金穗盘（税控盘
）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河南宏阳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

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1050808333003) 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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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寻亲公告

●我叫许永建(身
份证 41012219
8103100036),家
住河南省中牟县

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自由街34号，于2012年6
月28日在中牟县爱乡路捡到

一女婴，今年7岁，取名许佳

欣，至今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

现寻其亲生父母，望孩子父母

看到后及时与我联系，电话：

13783454213.若90日内无人认

领将依法安置。

声明

●郑州希海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102MA45QXP50G)
及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王

素军），声明作废。

●许名盘,多出面积交款收据原

件和工程拆迁私房兑换产权

结算凭证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胡耀辉0009783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刘玉香产权证第1601018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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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李金凤(身份证4101221
97208142326)遗失中牟中部

汽贸港8-19商铺收据2张丢

失(定金收据编号5025230，金
额 20000元，开具日期2015年
1月24日；房款收据编号5025
354，金额271103元，开具日

期2015年1月30日），于2019
年8月22日声明作废

●编号M411147623，姓名:卢泽

乾，出生日期2012年10月18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2016年 10月遗失身份证两
张(身份号码:41292919780423
2918,签发机关：开封市公安
局顺河回族分局,有效期限 :
2007.12.18-2027.12.18)；(
身份号码:2308031981061708
28,签发机关:开封市公安局金
明分局,有效期限：2012.08.23
-2032.08.23),两张身份证在
丢失期间未委托任何人使用原
件及其复印件，特此声明。
●郑州斯特瑞保温材料有限公
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遗失，
声明作废。
● 情况说明
郑州斯特瑞保温材料有限公
司在浦发郑州文化路支行开
立一般存款账户,账号为7609
0154700003820,因财务人员
保管不善将原公章丢失,现登
报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
经济纠纷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杨正帅,郑房权证字第130121
8161、1301218164、1301218
167、1301230448、13012181
58、1301218171、130121817
4、1301218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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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任俊梁,身份证号14272
7198706100511,由于本人保

管不慎,将2017年2月25日与

郑州润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

的《百度饮品特许协议书》

遗失,合同期限:2017.2.25
—2019.2.24,合同地址:山西

省太原市小店区昌盛街中段,
现声明作废,郑州润圣商贸

有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的内

容负任何责任

●洛阳洛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
930010814801,开户行: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涧西支行，

账号：670710090000000838,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众康大药房药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证

号：豫DA37100012声明作废。

●纪向向遗失郑州市银基商贸

城1楼A046保证金单据,号JYB
ZJ14110金额44000元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学生:赵媛,就业

协议书编号8349827丢失，

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学生:陈晓就

业协议书编号:8349842丢
失，遗失声明作废

●董红，郑房他证字第09030
57724号，房屋他项权证遗

失，特此声明。

●河南建业泰宏置业有限公司

收据编号0034780金额：叁

万元，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中牟县郑庵镇乡村大锅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22M
A43H30086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刘红亮遗失新安县法院开具

的河南省行政事业诉讼费预

收票据一张，金额4300元，

编号0016169声明作废。

●周口春帆商贸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0800026022
01）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弋丽娜(身份证号码41018219
9005186025)保险代理人执业

证(证号02000141010080220
160604645)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杨磊家具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
0103601009120，声明作废。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丢失河南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决

定书:豫食药监（审批）许准

字(2015)第3021号,特此声明

●信阳师范学院学生:朱丽丽，

就业协议书编号:8349845
丢失，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悦邻便利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5MA455P
UEX4声明作废

●荆世杰座落于巩义市建设南

路1幢102号房产的房屋所有

权证【巩房权证（巩城私）

字第2713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存海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闫奥铄，男，河南省平舆县

万豖镇闫楼村，2016年1月1
日出生，证明编号:P4109002
90，母亲:郭贝贝，父亲:闫志

豪，出生证明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民恒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MA46
A4WT63(1-1),声明作废。

●河南海利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4101030159847）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富林展柜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4101000124280)
一枚，声明作废

●禹州市诚德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
081057235329E）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常运飞）各一枚均遗

失，声明作废。

居民“钱袋子”更鼓了
“河南蓝”出镜更多了

经济和城市高速发展的70
年中，河南居民生活也迎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874
元、13831元，分别比1978年增
长100.2倍、130.7倍。城乡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达20989

元和 10392 元，是 1978 年的
76.6倍、112.7倍。在脱贫攻坚
方面，2014年以来，39个贫困
县脱贫摘帽，8315个贫困村退
出，582.4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21%。

与此同时，与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
等方面，河南也已有了长足的
进步。目前，河南每万人拥有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1978
年的14.4张提高到2018年的
63.3 张。而在教育和文化方
面，1990 年基本普及小学教
育，2007年完成了基本实施九
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目标，2018年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94.62%，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6.8%
提高到2018年的45.6%。

既要金山银色，也要绿水
青山。在加快经济和城市发展
的同时，河南致力于改善环境
质量，2005年以来单位生产总
值能耗累计下降50.2%，2014
年来 PM2.5、PM10平均浓度
分别下降24.3%、25.6%，“河南
蓝”也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你我
的微信朋友圈中。

从前农业是主导
如今是中西部工业“脊梁”

数据显示，我省经济结构
1949年第一产业占比67.6%、
第二产业占比18.2%；2018年
第一产业占比8.9%、第二产业
占比45.9%——这意味着我省
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
兴工业大省”的重大转变。

目前，在继续扮演好国人
粮仓、国人厨房、世人餐桌等角
色分工外，新能源客车、盾构
机、智能手机等已成为河南制
造的新名片，2018年，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五大主导产业
增加值占比达到 45.2%。目
前，全省国家级创新平台达到
165 家，省级创新平台突破

3200家。2012年来实施省重
大科技专项278项，项目总投
入近 320 亿元，涌现出洛阳
LYC高铁轴承、中铁装备泥水
平衡盾构机、郑煤机电液控制
液压支架等一批具有世界一流
水平的创新产品。

所有县城20分钟上高速
光纤覆盖无“死角”

70年来，河南基础设施发
展突飞猛进。在交通建设方面，
全省交通网络总里程达27.6万
公里，是1949年的37.1倍。郑
州机场客货吞吐量跃居中部地
区“双第一”，跻身全球货运机场
50强。高速铁路逐步成网。

而高速公路则是从无到
有，从1994年第一条高速公路
通车到率先实现所有县城20
分钟上高速。沙颍河、淮河等
4条水运通道通江达海。实现
所有的行政村通硬化路。

70年间，作为新时代基础设
施的标配与代表，河南已实现
4G、光纤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50M以上带宽用户占比居全
国首位，总宽带位居全国第2位。

亮眼GDP诠释河南人70年的努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实习生 张阳

1949年 36.1亿元

2018年 4.8万亿元

河南GDP 人均GDP

83元

超5万元

新中国成立将满70周年
河南交出这样一份发展改革工作成绩单

人均寿命

35岁

76岁左右

发电能力

0.93万千瓦

8680万千瓦

8月19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
会（下简称省发改委）主任何雄及相关负责人立足宏观经济、交通、民生等多
个维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36.1亿到2018年的4.8万亿——

制图 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