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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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中牟厂房出租
电话：18637152622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注销公告:新乡市龙腾工程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727MA44K53
50E)经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天翔电力非标

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
日起解散公司(注册号41019
9100018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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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编号为F410418036，父亲：

肖志诚，母亲：王春蕾，出生

日期为2005年8月26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赵建民，丢失了中银保

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个

人抵押贷款房屋保险保险单

(正本):流水号为411100003
092,保单号为304012012410
000000832,和河南省地方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PA00002010F0100,发票号

24100111016001020616,现声

明作废。保单和发票不再作

为索赔依据,以后出现任何法

律纠纷与保险人无关。

●许飞洪于2019年6月6日丢失
二代身份证，证号410326199
604282318，声明作废。

●洛阳亚广机床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3030079739）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安仁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社会保险登记证

（社保编号410199987128）遗
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龙山区黄师傅牛肉面

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58100121931,声明作废。

●本人徐慧杰就职于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641001629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刘利捐身份证号：4107
21198611203062由于保管不

善,遗失郑州美好艺境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开

具给本人的收据，收据号码：

4861988收据金额：10000元,
大写（壹万元整）。收据所

载款项内容：亚新美好艺境

A318定金收据。本人现声明：

上述收据已作废，因此引起

的纠纷与贵司无关。

●郑州市金水区周豪珂白条鸡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105601574663声明作废。
●睢县奇峰大盆骨头餐饮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1
422615212483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新华区笑梅婚庆道

具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402MA46
3JM326)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县王瑞锋液压维修部营

业执照（注册号：4110236201
98749）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偃师市翟镇红月亮家具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381600179577声明作废。

●朱晓晴遗失医师执业证书,编
码220411081000091医师

资格证书,编码20174112041
1081199001067669声明作废。

●杨新治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文

化街37号院房管局2单元4楼
东户的房屋所有权证(巩城私

字第2893号)丟失声明作废。

●廉秋霞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房产契税发票，开票日期20
16年6月2日，票证字轨141，
票号01575848，特此声明。

●豫A5368J车主李军安的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道路运输证丢失，豫郑货管

-810593，声明作废。

●本人杨飞购河南晨光正商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林语

溪岸6号院C185车位壹个，不

慎将收据原件丢失,开票日期

为2018年8月3日，票据号码:
5014399金额:14000元本人

声明原件作废，由此产生的一

切纠纷，由本人承担。

●豫AZ3876车主李冬云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道

路运输证丢失，经营许可证号

410108005774，声明作废。

●郑忠选，河南省建筑职工大

学毕业证书遗失，校证字第

85006号，豫成高教字第8800
194号，声明作废。

●编号Q411614788，姓名席云

涵，出生日期2016年11月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科新路店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572470542J,声明作废。

●河南豫电安装工程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41
01020069785)、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陈海

恩）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一步用车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91
0050208501开户行:广发银

行郑州南阳路支行,账号9550
880201993200153声明作废

●本人聂建萍购买德鸿置业有

限公司7号楼1单元2101号房

款收据两张（2016.9.19）票号

0003358.金额1000元；（2016.
9.22）收据号0003376.金额

9000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葛妮娜,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护

理专业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3
7841201506000906,声明作废。

●本人于2019.09.29在郑州滴

滴快车上遗失了身份证，身

份证名字为李浩，有效期为

2014-2024年。请捡到者速联

系15236824988，谢谢。

● 遗失声明

商水县裕海工艺品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16
2362321583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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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官方微博

2019年10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孟萌 邮箱 dhbjrgd@126.com

时评AⅠ·04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养老顾问”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近日，北京西城区民政局联
合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召开

“西城区养老顾问培训动员会”，
对来自15个街道的600多名社
工、老龄专干进行培训考核。据
介绍，养老顾问是西城区首创的
专业养老服务岗位。主要为老年
人及家庭提供养老方式、政策法
规、康复辅具等咨询和指导服
务，转介养老服务资源。

涉及自身利益，多数老年人
在处理养老事务的时候，都希望
能找到熟悉的人，咨询一下他们
熟悉的事。“养老顾问”的出现，
正是致力于为老年人出谋划策、
排忧解难。这种“以人为本”的机
构设置和服务理念，值得点赞。

去年5月2日，上海首批68
家社区“养老顾问”点正式挂牌，
接受市民咨询。相比上海，北京市
西城区推出的“养老顾问”更加贴
心。上海的“养老顾问”是设在社
区内的服务点，由相关工作人员
兼职提供服务；北京市西城区的

“养老顾问”则定岗定人，不仅要
进行岗前培训，而且要经过相关
考核才能上岗。由“点”及“人”，从

“兼职”到“专职”，“养老顾问”角色
身份的变化意味着这项服务正在
走向常态化和专业化，而这也正
是“养老顾问”的大势所趋。

现在，各地特别是一些大城
市针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越来
越多，但在基层，仍有很多老人
对身边的养老服务资源不了解、
不熟悉，这就导致供需信息不对

称等问题，不仅老年人难以享受
到这些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也难
以做到合理调度、优化配置。如
果养老服务不能匹配到养老需
求，难免让社会养老服务的“养
老”作用大打折扣。

专业“养老顾问”的作用，首
先在于能够打破养老服务资源的

“信息壁垒”，为老年人提供更多
咨询服务和选择空间；其次，养老
并不意味着只有进入养老院这一
种选择，在大力推进社区养老的
过程中，“养老顾问”可以结合老
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加精准的
个性化养老服务；再次，将老年人
在养老过程中的困惑和需求化解
在社区，可以减轻相关政府部门
和养老机构的压力，使他们能够
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提高服务

质量和扩大保障范围上。
作为一项针对老年人的便

民服务工作，“养老顾问”体现着
政府部门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呵
护，在寄希望于这一制度能得到
更大范围普及的同时，“养老顾
问”本身仍有进一步补充完善的
空间。一方面，“养老顾问”不能止
于顾问，有必要通过增加附加值，
提升服务质量，争取一站式解决
老年人的基础养老问题，连通养
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

“养老顾问”不应满足于坐等老人
上门问，依托于社区服务中心，

“养老顾问”多登门拜访老年人，
主动聆听他们的需求和心声。解
决常见问题、满足基本需求、提升
公共服务，这本身就是推动社会
治理重心下移的一种有效举措。

“养老顾问”是社区养老的有力保障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对于患者来说，看病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儿。向医生讲述自己的病况时会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在做检查时往往还要露出身体。这
些涉及个人健康状况的“绝对隐私”，如果不能得到保护，很可能会导致患者讳疾忌医，贻误病情。在今年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中，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专门将保护患者隐私列入医院改善医疗服务的重点任务。近日有媒体发现，北京各大医院为保护患者隐私，纷纷亮
出了高招儿：患者进诊室护士给看门、一人陪同+卡通隔帘、医生为患者“打掩护”等……

一人看病不再众人围观：医院保护患者隐私有何高招？

@姗姗来迟：相信很多人在看病过程中，都遭遇过“一人看病众人围观”的现象，可以说让人极度尴尬。而这种现象的背后，

不仅仅涉及文明和秩序的问题，还涉及患者个人隐私的保护，涉及患者能否把自己所患疾病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告诉医生，进而帮

助医生在选择诊疗方案时做出正确的判断。要把隐私保护完全落实，还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医患沟通。根据治疗需要选择合理的保

护隐私方式，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获得最佳体验。

@三三得九：保护患者隐私权，首先体现在就医环境的私密性上。医院有责任使患者的隐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比如患

者就诊的诊室应该是单独隔离的；在性别保护方面，应该尽量把男女患者分开就诊；医生问诊时也应尽可能做到性别回避，例如

在涉及一些隐私部位检查时，应考虑尽可能让同性别的医生来提供诊疗。如果实在避不开异性医生，也应该对患者的隐私部位

进行适当遮掩或者让其他同性别的医护人员在场。有关这些内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从制度上进行一定保障。

@流年：只有患者信任医护人员，才会把自己疾病中比较隐晦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创造免除打扰的私密就诊空间，为的就是

让患者放松心情，与医生进行充分沟通。医疗是特殊的服务，关爱患者、尊重患者与治疗身体病痛同等重要。保护患者隐私、尊重

患者权利、赋予患者人性化关怀，应当成为医疗机构运营必须谨守的基本准则，成为医疗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伦理。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