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
2019年11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 任华飞 美编 扈森

AⅠ·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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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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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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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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仓库出租15039090264

公告

●公告河南太华律师事务所拟

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到我所申报债权，

办理清算手续。电话 :03915
615849

●郑州科胜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注册
号4101022002386)，本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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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贵鑫实业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淮河路支行与你方保
证合同仲裁案[(2019)郑仲案
字第0429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
19)郑仲裁字第0429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声明

●新郑市新台实业有限公司原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丢失，
声明作废。

●任晓睿遗失初级护士执业证

书证书编号；2016410015
00，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声明作废。

●召陵区姐妹美容美发店(注册

号:411104607070560)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我公司河南赢粮景从商贸有

限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筑港建材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41
01000074065，声明作废。

●黎腾飞遗失士官证，编号:士
字第20130061401号声明遗失。

●众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慎

损坏原公章(编号41010552
18040)、原合同专用章(编号

4101055174714)、原财务专

用章(编号4101055174713)，
新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于2019年11月20日
启用，特此声明。

●因本人赵迎春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为00356029的完税

凭证个人办证联和个人留存

联丢失，特此声明作废；将

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4100162320，发票号码

33481127，金额5049372元，

丢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苟堂镇杨军潮巜新密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J40
01830107793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R410213209,姓名李

景润，出生日期为2017年12
月1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谢金平汤粉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302MA44
J04K0P，声明作废。

●郑州日新商贸有限公司（9141
01006871167974）营业执照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阿宝特色炒鸡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6M
A40UFD364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泰鑫建材有限公司郑东

新区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MA44J8PB27(2
-1)营业执照副本丢失作废。

●陈玉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010360
0605387声明作废

●轩亚鸽护士执业证书遗失，

编号201341022057,单位许

昌市五一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声明作废。

●郑州水云间茶业有限公司因

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小张家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2MA
40YJHT7Q)声明作废。

●开封芒果佳缘服装设计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291000007582)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义马市泰山顺达物资供应站

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张瑞豪（1998年12月11日
出生）丢失编号为4102636
26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开封市务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法人:
吴志伟)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辉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法人:汪
辉)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杨青峰，身份证号:41
0121197012224876,不慎

将郑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丢失，收据

号:1081027,金额:20000.00
元;收据号:1081364，金额:
1884792.00元，特此声明。

●原阳县群慧农牧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410725MA3
XDF2FXX声明作废。

●本人杨青峰，身份证号:41
0121197012224876,不慎
将郑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丢失，收据
号:1081028,金额:20000.00
元;收据号:10813647,金额:
1804223.00元，特此声明。
●洛阳英伟商贸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410323572461144，
编码4103230007911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金鹏胶垫制造有限公司
公章（4101040124903）和
原法人章（金银凤）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黄河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省南水北调受水区新乡供水
配套工程31号输水线路施工
标项目经理部”公章,声明作废。
●鹤壁恒源运输有限公司半挂
牵引车车号遗失，车头豫F5
7911，挂8582特此声明。
●本人雷化雨，因遗失郑州高
晟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7月
15日所开3949523收据，金
额200000元，声明作废。
●谌童童,医师执业证编号:110
410000089751丢失,声明作废

这个秋冬季气温偏高，我省可能面临雾霾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的情况

应对重污染 我省实施“一厂一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实习生 王凌云

近日，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发布了《河南省
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11月20日，河南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行动方案》进行解
读。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全省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1.9%以上，重污染天数
减少2天。大河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11月18
日，河南省PM10、PM2.5累计浓度达到国家和省
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PM2.5月均浓度连续5个月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此外，《行动方案》也首次对来
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进行明确。

我省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多项指标达到历史最好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焦飞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
来，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截至11月 18日，目前达
到国家和省确定的年度目标任
务（累计浓度不高于98、60微
克/立方米）；5~9 月份我省
PM2.5月均浓度连续5个月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同时，6~9月
份我省PM10月均浓度，也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

此外，气态污染物 SO2、
NO2年累计浓度分别为11、32
微克/立方米，两项指标年累计
浓度均再创新低，达到近年来同
期最好水平，取得阶段性成效。

这个秋冬季，我省将面临
长时间、大范围雾霾

“虽然我省环境空气质量
得到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受
1、2月份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实现年度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形势依然严峻。”焦飞解释，

据最新气象预测结果，受厄尔
尼诺影响，2019~2020年秋冬
季冷空气较弱，气象条件整体
偏差，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
将面临雾霾持续时间长、覆盖
范围广的情况。

据预测，2019 年 12 月~
2020年2月，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 气 温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高
0.5℃～1℃，静稳天气发生概
率较高，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不利的气象条件以及采暖季污
染物排放强度的增大，我省
PM10、PM2.5 两项颗粒物浓
度极有可能大幅反弹，环境空
气质量形势还不容乐观。

秋冬季和2020年一季度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明确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焦飞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家12
部委、6省（市）人民政府联合
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明确了秋冬季期间（2019 年
10 月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2+26”城市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河南省污染防治攻
坚办结合我省实际，把目标制
定划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整个
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另
一个是《行动方案》对2020年
第一季度目标进行了明确，据
悉，这在近年我省发布秋冬季
大气攻坚方案里尚属于首次。
明确不仅要实现2019年年度
目标，也要为实现2020年打赢
蓝天保卫战目标任务开好局、
起好步。

今年全省用煤量下降5%
平原地区实现散煤“清零”

为保证目标落实，在攻坚
治理措施上，《行动方案》明确
了41项重点治理任务。

我省工业结构偏重，能源
结构偏煤，《行动方案》要求
2019年年底前煤电行业完成
160万千瓦落后煤电机组关停
任务；焦化行业、化工行业、有
色行业达不到煤炭消费量或产
能削减任务的实施停产。完成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2019

年全省煤炭消费总量同比下降
5%左右，消费总量控制在2.1
亿吨。

全力做好清洁能源和集中
供热供应保障，2019年全省天
然气资源供应能力达到135亿
立方米，郑州市、安阳市、焦作
市、濮阳市集中供热普及率分
别达到90%以上。

持续推进“三散”污染治
理。2019 年全省完成“双替
代”供暖200万户。重点推进
郑州、开封、新乡、鹤壁等第一
批国家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平
原地区实现散煤“清零”。

控制移动源污染，重点治理
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据了解，当前我省移动源
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空
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以郑州市
为例，2018年郑州污染源解析
结果显示，移动源污染排放占
比高达37.2%，其中，柴油货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又
占到了移动源污染排放量的近
三分之二，因此加强移动源污

染治理，特别是加强柴油货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治理是
当前重点工作。《行动方案》要
求严控超标车辆。

应对重污染天气
各地要建立管控清单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建立
工业源、扬尘源、移动源的管控
清单，减排措施覆盖到辖区内
所有涉气单位和工序；指导企
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结合基本信息、生产工艺、产污
环节、污染物排放等情况，明确
具体的停产生产线、工艺环节
及关键性指标，做到“可操作、
可监测、可核查”。

此外，支持保障民生企业，
坚决反对“一刀切”，严禁“一律
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
做法。各地对新兴产业、战略
性产业、军工产品、涉及外贸出
口订单及保障民生、保障城市
正常运转的工业企业，在保证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染防
治设施齐全并正常运行的前提
下，不停产、不限产。

截至2019年11月18日，河南省PM10、PM2.5累计浓度分别为96微克/立方米、55
微克/立方米。

整个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即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全省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1.9%以上，重污染天数减少2天。

2020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要求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全省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1.1%以上。

河南省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分两个阶段

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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