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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电力设
施安全稳定运营，打击破坏、
盗窃电力设施的犯罪行为，
11月27日，焦作供电公司联
合焦作市公安局开展打击破
坏电力设施专项行动，采取
上下联动、横向联合、内外配
合的办法，集中对重点线路、
地段进行集中巡查，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现场宣传相关
法律法规，发放电力设施保
护宣传册，有力地震慑了破
坏电力设施的犯罪分子，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电力设施是电力生产、
输送、供应的载体，是重要的
社会公共设施，保护电力设
施安全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
基础及关键环节。然而，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电力设施保护的现状让
人堪忧。

今年以来，焦作市发生
多起高压电力设施被破坏现
象，一些村民因漠视法律和
安全，给自己和国家造成经
济损失。

当天上午，焦作供电公
司运维检修部输电运检专业
的工作人员和该市公安局中
站派出所民警一起到郑焦铁
路吊车施工现场、中站区府
城街道办事处启心村进行安
全宣传，排查可能危及电力
设施安全的违规行为，防止
野蛮施工对电力设施造成破
坏。

在现场，工作人员向广
大村民发放《电力法》《电力
设施保护条例》等电力设施
安全宣传册，同村民讲解了
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农田四
周安装加固蔬菜大棚、防尘
网等警示牌，切实提醒广大
村民远离高压线。

同时，该公司充分利用
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媒
体，通过正面引导，宣传教
育，劝诫警示等方式，加大电
力设施保护工作的宣传力
度，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
在全市形成了对破坏、盗窃
电力设施行为“人人喊打”的
良好局面。

此外，焦作供电公司还
联合政府部门在清理线路通
道内的违规树木方面，通过
市、县、乡、村逐级签订目标
责任书，明确了由县、乡两级
政府负责，村（街）集中力量
进行砍伐，要求林业部门在
下达绿化计划、建设规划部
门在进行城乡建筑规划前，
必须提前征求供电公司的意
见，超前化解树线矛盾、房线
矛盾，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施工人员要提高安全
意识，在施工作业时要正确
佩戴安全帽，穿绝缘鞋。最关
键的是，作业时要与高压线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希望
大家不要为了一己私利去做
违法的事情，给自己、家人带
来伤害。”焦作供电公司运维
检修部输电运检专业负责人
千建富说。

警企联手，焦作向破坏电力
设施行为说“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刘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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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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注销公告:美集供应链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891508
57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税务已清完,无
债权债务纠纷，特此公告。
●周口市春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
602MA4456ME6B)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医圣传承中医药文化产

业园(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1303MA44E16130)
经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快乐贝贝幼儿

园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副本，编号：教民14101056
0000200号，声明作废。

●孙嘉敏《医师资格证书》丢失，

证书编号2018411104103031
99501232524，声明作废。

●北京龙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收据丢失，编号：1915
778声明作废。

●赵晓芬郑房权证字第060100
1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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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毛妮,女,身份证遗失，证

号410103198912270204，特
此声明作废。

●高忆,女,不慎遗失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专业名称:卫生,资
格级别:初级(师)，类别:护
理学,管理号13097367,签发

日期:2014年3月13日，遗失

时间:2019年10月，声明作废。

●高忆，女，不慎遗失护士执业

证书，证书编号:20114101
9293，发证日期：2011年12
月30日，遗失时间:2019年10
月，声明作废。

●黄晓波不慎将助理医师资格

证遗失,证书编号2011412105
00235198701116141声明作废。

●冯博0204811号税收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同济医院宋精艺，医师

执业证书(证书编码110410
105002054)遗失,声明作废。

●内乡县喝的快桶装水专营店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号92411
325MA40NCD05Q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1225739姓名为周
雨露，出生日期为2015年09
月11日03点15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作废。

●栗丹丹郑州树青医学中等专

业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书遗

失，豫教普专证字2018410
102201850号，声明作废。

●河南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郑州西联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15号院管网工程投标

保证金收据，号XLZYCS001
3708金额叁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壹张河南鑫苑广晟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给郑州远大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的投标保证

金收据，号码4752594，金
额五万，声明作废。

●程建丽(身份证号41012419
7004172526)丢失编号为20
0841109089的护士执业证

书和郑州市卫生学校护士专

业毕业证书[豫教中专毕字(9
0)013733号]声明作废。

●本人巴红梅(身份证号41272
7197101144061)遗失郑州

融亮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融信望湖宸院项目购房款收

据,收据日期2019/10/21,金
额76939元,编号4017481,自
登报之日起该收据自动作废。

●本人巴红梅(身份证号41272
7197101144061)遗失郑州

融亮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融信望湖宸院项目维修基金

收据,收据日期2019/10/21,
金额7397元,编号4017482,
自登报之日起该收据自动作废。

●邢利阳 ,男 ,身份证号:4101
84198806090072,河南省行

政执法证丢失，证号: 豫A05-
942673,特此声明作废。

●洛阳智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103002004096）副本

4103002004096（1-2），
（2-2），声明作废。

●本人巴红梅(身份证号412727
197101144061)遗失郑州融

亮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

信望湖宸院项目定金收据,收
据日期2019/10/21,金额100
00元,收据编号4017480,自登

报之日起该收据自动作废。

●甄子弈（父亲：甄晨龙，母

亲：李佳佳）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T411073266，
声明作废。

●苏豪博2016年7月毕业于河

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造

价专业,(函授)专科毕业证遗

失,证书编号:141815201606
000006,声明作废。

●河南懿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3050138889）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嘉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087067815154,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薛蝶炒粉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4MA4656
WQXD,声明作废。

●张芳菲遗失郑州市卫生学校

护理专业毕业证，证书编号

086025，声明作废。

●本人张万元，不慎遗失郑州合

广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郑州恒

大翡翠华庭/郑州恒大城车位收

据一份，编号1210246金额

225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顺达环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禹州市韩城办新天地幼儿园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弘鼎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0
105060043096W)遗失作废。

●铁道警察学院刘显钊学生证

(201711010122)丢失声明作废。

本报讯 随着郑渝、郑阜
与商合杭高铁试运行的顺利
推进，关于何时开通，票价几
何的问题也受到许多读者的
关注，但同时，官方消息迟迟
未出炉也让不少等待消息、试
图“尝鲜”的旅客感到困惑。

不过，就在 27日夜间，
12306官方APP中出现的一
条车次信息，被不少人视为郑
渝高铁将于12月1日正式运
营的一个信号。

11月27日晚，大河报记
者在12306铁路购票网站发
现：G7962次列车（邓州东至
郑州东）的时刻、停靠站点、停
靠时间等信息，通过12306官

方APP“出行向导”中的车次
检索模块已可以查到。

同时，记者通过12306官
方APP查询发现，在12月1
日之前，系统并无该车次信
息，而12月1日至27日均显
示有G7962次的运行信息。
具体信息为:9:58从邓州东始
发，10:16到达南阳东站，停靠
4分，10:20出发，10:59到达
禹州站，停靠5分，11:39终到
郑州东站。

对此，记者发现在网络
上，不少关心三条高铁建设
进度的铁路爱好者也就此问
题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这
是12306官网“正在录入车

次信息，马上就开了！”但也有
人认为这只是12306售票系
统中的测试数据，没有什么参
考意义。

那么，G7962车次信息的
出现是否意味着12月1日郑
万高铁将有车可坐？记者随
后致电12306客服热线进行
求证，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没
有接到正式通知，所以现在还
不能完全确定这班列车的具
体信息，但“出行向导”中出现
的G7962车次信息仍然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

12306客服告诉大河报
记者，“网站预售车票一般提
前三十天，但因郑万线为新建
线路，所以第一批车票发售并
不会遵循这个惯例，但既然已
经可以查询到该车次12月1
日的信息，那么就有可能会在
当天发售，具体还是以能够查
询到的车次购票信息为准”。

据铁路业内相关人士介
绍，按照惯例并结合目前部分
已知信息，今年12月30日，全
国铁路将实施新的铁路运行
图，所以即使郑万、郑阜与商
合杭线路12月1日开通，所执
行的列车运行图将是在这一
个月“过渡时期”使用的运行
图，也将面临着一个月以后的
再次调整。

郑万高铁
12月1日开始售票？
12306客服:以能够查询到的车次购票信息为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实习生 张阳 文图

在12306官方APP上，12月1日显示有G7962次的运行信息。


