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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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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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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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
分类广告

招聘

●河南鼎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聘：交通规划师4名、软
件工程师2名、数据分析师、
测绘工程师、经营管理人员、
投标员、资料员、统计员各1
名，有意向者请登陆河南公
路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www.hnglgl.com）报名。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声明

●巩义市孝义新鑫机械制造厂
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简双，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143331201
705033959，声明作废。

●郭玉靖，豫（2017）新郑市不

动产权第0008592号，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如无异议,登记

机构予以补发。

●郑州航空港区银河办美好生

活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1419
1000007342,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艳婷艺术培训中心

财务专用章（编码4101000
125372）遗失，声明作废。

●张朝峰，身份证号：410105
193706091010，由于保管不

善丢失河南同晟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收据一份，编号：

0160131，金额：40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姓名:杜珊,身份证号:41
1330199004270829,将兴港

和昌云著（航程鸿运湾）项

目2019年7月21日开具的购房

收据号1013785金额304642元，
收据号 1002278金额 7161元，

收据号1013786金额3000元三张
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马超遗失土官退出现役证，

证号:(陆)退字第01105711，
声明作废。

●洛阳旅游资源有限公司原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佳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公章（印章编号41010302542
56）、合同专用章（印章编

号4101030254257）、财务专

用章均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徐克波，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法学专业毕业证（本科）遗

失，证书编号：104641201605
001476，法学专业学位证（本

科）遗失，证书编号：104644
2016001511，声明作废。

●乔亚楠武警警官证丢失，

0180922。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开发区向以同金婆

婆重庆小面馆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100MA42M65G50,声明作废。
●申永刚,男,一级建造师证于

2018年12月1日丢失,证书编

号JZ00447247,取得证书时

间2015年5月22日,声明作废。

●李凯凯01249073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培钦精彩包坊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1246807，声明作废。

●张俊娜遗失河南易升合置业

有限公司2016年11月7日开具

的票号5802707金额8267元
的维修基金收据，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红星美凯龙

天翔电器商行老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王志云在郑州腾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购买的壹号公馆

2号楼二单元2003户的房屋买

卖意向书,首付款单据合计贰

拾叁万柒千陆佰捌拾肆元,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杨杰，丢失康桥悦城9号楼

1502房款，收据金额189335
元，票号00508143声明作废。

●郭耀宁(身份证 4105811998
11039033)学号201710220302，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刘如香遗失帝华宏府地下车

位协议一份，车位号南2-2
97，声明作废。

●张俊叶遗失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收费票据一张，票号JE
89640426，金额57116.62
元，声明作废。

●高江涛河南科技大学应用物

理学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证

书编号1046412010050053
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党坤驾驶证遗失，

身份证号411325198205301
358驾驶证档案编号42010144
5943特此声明。

●赵利民座落于巩义市通桥路

27号3号楼付19号（1号楼6
层603室）房产的房屋所有

权证（巩1101026374）丢
失声明作废。

●焦申,腾艳梅购买新乡御景置

业有限公司恒大金碧天下21
9-2004号房所开收据编号8
007598金额3368元.收据编

号8007597金额35144元丢

失，声明作废。

●楚朋飞遗失河南科技大学农

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104641201105004864,及
学士学位证书。声明作废。

●方城县教育系统会计中心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134000
245101，账号0000034416
6638650012，开户行：方城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丢失，声明作废。

●固始县美特伦工艺地毯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号4115250
005798声明作废。

●李建军遗失公路工程造价人

员资格证书，证书编号：甲

级1441010938号，发证日期：

2014年06月26日，特此声明。

●河南天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丢失与河南达信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在2018年11月6日签

订的郑东商业中心B区8号楼

134商铺租赁合同原文件和

保证金（金额:￥3234）已
遗失，现声明作废。

●王莹于2019年4月20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4103111987
1104552X，声明作废。

●河南省这这家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都市丽人内

衣店(注册号410101600119706)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 减资公告

根据2019年9月23日股东会决

议，河南中联建设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至30
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联

系人：雷金龙联系电话：158
38278927

河南中联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4日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豫直播

大河财立方

2019年9月24日 星期二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扈森 邮箱 dhbjrgd@126.com

时评AⅠ·04

今日评论 关键词 限时用餐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新闻晨报》报道，近日，郝
先生在上海网红餐厅点都德为女
儿举办的家庭聚会，因用餐超时而
被搅和了，让郝先生很不开心。郝
先生质疑，餐厅连菜都没上齐，就
提醒顾客走人，这样的做法是否合
理？记者走访发现，由于排队火爆，
设置有2小时就餐时限的网红餐
厅绝非一家，对于餐厅的用餐时限
规定，顾客们观感不一。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里面，霸王条款其实是很难立足
的，原因很简单，消费者有很多选
择，他们随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限时就餐2

小时这样的规定，让人感到既好
奇，又好笑。

既然限时就餐的规定令人感
到不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捧
场呢？我想，无外乎两方面原因。一
种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另一
种是知道有这个规定，但还是抵御
不了餐厅的诱惑力。如果没有提前
告知消费者有这样一个规定，那
么，餐厅的做法就不仅仅是霸王条
款了，甚至还有欺骗消费者的嫌
疑。此事曝光后 ，很多网友都在替
餐厅鸣不平，由此也不难看出，知
道餐厅规定限时用餐，但却不在乎
这种限制的大有人在。人常说店大
欺客，从这件事当中可以看出，店
红一样能欺客。

食客有挑选餐厅的权利，餐
厅也有设定规矩的自由，只要不违
法违规，双方都有各自的权利与自
由，就算是看起来有点恃强凌弱，
充其量也只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
打一个愿挨。说起来限时用餐，郑
州也有些餐厅有类似规定，不过，
这个限时是针对店家的。我经常去
郑州的一家火锅店，每次点完菜落
座之后，服务员都会先端来一壶茶
水，然后摆上一个沙漏。这个沙漏
的意思是，如果里面的沙子漏完
了，而你点的菜还没有上齐，那么，
这一餐就免费。迄今为止，我还没
有享受过免单待遇，但这并不妨碍
我对这个规定有好感。因为这是用
一种很直观的形式，为餐厅自己的

服务设定了一种约束性条款。
反过来看上海这家餐厅，同

样是限时，它约束的只有消费者，
而不包括店家在内。以至于限定的
用餐时间都已经到了，菜还没有上
齐，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科学，甚
至是不合理的。我觉得，如果一定
要限制用餐时间，那么首先就应该
从菜品上齐之后再开始计时。也就
是说，比限定用餐时间更重要的，
是限定上菜时间。如果说限定用餐
时间只是一种温馨提示的话，那
么，限定上菜时间更应该成为一种
硬性规定。

限时用餐不如限时上菜

大河手机办事处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乌迪尔：父母给孩子取名字时，越想取的、越觉得时尚清新的，往往就是同名最多的。过度集中于流行元素，也会导致父母取名时想象空
间相对有限。因此很多父母给孩子取名时自以为的“得意之作”，凑拢起来看，反而就是重名之作,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李摩西：起名字看似是一件非常个人化、主观性的事情，却又是一个时代的客观反映。甚至倒推回去，我们可以从姓名高频词中，去研究
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国家号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贵”“华”“强”便成了名字高频词。“zi xuan”们
的兴起，答案也很明了：父母们看着偶像剧和小说长大，也都想让孩子们沾沾“艺术气息”甚至“仙气”。

@蓝色宇宙：名字说到底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一个人能够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还是要依靠后天的个人努力。家长想给孩子起一个
好名字可以理解，却不能陷入“注意力竞争”的陷阱，让名字越来越缺乏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

@妙不可言：要取个好名字，既寄托父母的美好愿景，又体现汉字音形义之美，还与众不同，确实不易。可以多从古典书籍里寻找词汇，但
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不能“生摘硬搬”。与其“生摘硬搬”古典诗词或者直接拷贝明星偶像，以至于孩子们长大后频频“撞名”，倒不
如放弃雕琢，在现实生活中会会意，或者采用父母双姓为姓，在姓名扎堆的时代，或许倒显得别具一格。

“zi xuan”泛滥，什么限制了家长起名时的想象力？
开学20多天了，不少老师仍然没有把班里的小朋友认全。因为对他们来说，把“梓轩”“子轩”“梓萱”“紫萱”“子萱”们一一对号

入座，实在太难了。这不是简单的算术题，而是复杂的排列组合题。“zi xuan”这名字泛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